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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创新型生物医药项目又将落地杭州医药港。9
月29日上午，在2021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生命健

康产业推介会暨第五届国际生物医药（杭州）创新峰会

上，英诺湖医药项目、创响生物项目、德琪医药大分子项

目、君合盟重组人生长激素项目等4个生物医药领域共建

项目签约，总投资80亿元。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生物医药项目，主要聚焦于创新

药的研发和生产。杭州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吸引力正日益

显现。作为全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区，目前杭州

医药港已集聚各类生物医药企业 1500余家，连续 2年企

业数年均增长达200家以上。全球十强药企中已有辉瑞、

默沙东等7家在杭州医药港落户，奥泰生物、明峰医疗、卓

健科技等16家企业入选准独角兽榜单。“对于生物医药企

业来说，人才是关键。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平台，将会聚集

一批生物医药领域相关人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

们才选择在杭州设立研发中心。”德琪医药合作管理及临

床发展副总裁杨轶君说。 摘自《浙江日报》

10月 9日，以“盼”为主题，杭州亚残运会倒计时一周

年主题活动在杭州杨绫子学校举行。现场，杭州亚残运

会开幕式主创团队和火炬形象正式发布。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名为“桂冠”，设计思想源自实证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良渚玉琮和杭州市花桂花，既具深

厚底蕴，又富时代气息，寓意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办

赛理念。火炬整体高75.6厘米，净重1160克，通体月桂黄

与虹韵紫交相辉映，与杭州亚运火炬“薪火”相互呼应。

“桂冠”是在杭州亚残组委的精心指导下，汇聚各方

智慧，几经修改升华后形成。该项目由中国美术学院工

业设计研究院院长王昀教授担任设计指导，该校工业设

计系主任章俊杰带领王菲、武奕陈、傅吉清教师团队，与

杭州亚残组委进行充分沟通后，历时一年反复修改论证

后共同创作完成。

现场公布了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主创团队。担任杭

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制作

人沙晓岚，并由吴艳任总制作人，崔巍为副总导演。

沙晓岚表示，本次开幕式将以江南文化为韵，以智慧

城市的有爱温度为意，以亚残运动员的梦想飞越为核，传

递出“人人不同却又人人皆同”的暖意，表达全社会对残

障群体更为平视、平等、发展的人文主义关怀，打造一场

独特而动人的演出。 摘自《浙江日报》

68个项目获奖，12个项目获意向投融资 3.8亿

元。第六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日前在合肥颁奖，并开展项目资本对接。这是安徽

省遵循市场逻辑、汇集资本力量支持创新创业和民营

经济发展的鲜明例证。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

工业增加值增长18%，占全省规上工业57.5%；民营经

济实现税收 1872.6 亿元、增长 21.3%，占全省税收

68.2%；全省民营企业达165.7万户、增长14.7%。

用市场逻辑催生“扎根拔节”。创意创新播撒

内生种子，连续 6年举办“创客中国”省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培育创建省级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 50家。“双招双引”移植外来好苗，启动全省十

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推介活动，开展中国声谷

“双招双引”专项活动，签约项目23个、投资额241.1
亿元。梯度培育繁茂专精特新，累计培育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2818户，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229户、数量居全国第8位。

用资本力量引入“源头活水”。政银合作优服

务，与省内10余家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作，实施“十

行千亿万企”中小企业融资行动，上半年合作银行

新发放专项信贷2416亿元，服务中小企业12.2万户

（次）。担保增信降成本，去年全省新增小微融资担

保业务 848.96 亿元，平均年化担保费率仅 0.87%。

对接资本拓渠道，在省股交中心建设“专精特新

板”，组织4批634户企业在省区域股权市场挂牌。

用平台模式培厚“肥田沃土”。搭建服务培训

平台，实施新徽商培训工程，举办全省专精特新企

业资本市场培训会，推动省民营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皖企服务云App）功能迭代，变“企业找政策”为“政

策找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5G+工业

互联网”数字赋能行动，上半年新建 5G 基站 7285
个，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42个。搭建产学研合作平

台，滚动实施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实施“揭榜挂

帅”攻关项目76项，已有6个项目进入量产阶段。搭

建产销对接平台，每年在合肥、芜湖等地举办家博

会、工业机器人等活动，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现

场签约项目46个、投资额近270亿元。

用生态思维构建“热带雨林”。完善厚商爱商的

政策环境，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5条”，16个市、28家省有关单位出台配套措施。营

造尊商重商的社会环境，对省授予称号和表扬的优秀

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优秀民营企业家发放徽商服务

卡。构建“亲”“清”有度的政商环境，建立领导干部联

系重点民营企业制度，建立与民营企业家直通联系机

制和龙头骨干企业项目库，“一企一策”帮扶。打造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推行民营企业家直接约见检察长

等制度，开展党政机关履约专项清理，切实加强民营

企业权益保护。 摘自《安徽日报》

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

日前发布了“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由江

苏申报的苏州市湿地修复项目、江苏南黄海滩涂

“退养还湿”及丹顶鹤越冬栖息地生态修复试点等6
个项目入选。

在入选“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的

湿地类型中，全国仅 4 例入选，江苏占了 2 例。苏

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指导实施湿地修复，通过设计大小、深浅不一的

水塘，搭配水位调节设施，满足不同季节不同鸟

类对栖息地的需求，提高生物多样性。2016 年度

该区域仅观察到 76 种鸟类，目前已累计发现超过

150种鸟类。

盐城市响水县灌东盐场的两处养殖塘进行“退

养还湿”，并基于不同类型水鸟对栖息生境的生态

需求，开展多目标的湿地生境修复营造设计。根据

后续 3年的观测结果，修复区内恢复了较高质量的

适合丹顶鹤的越冬栖息生境，到了冬季，除丹顶鹤

外，还吸引了东方白鹳、白琵鹭及多种雁鸭和鸻鹬

等水鸟，共观测到栖息于此的各类鸟类 68种，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种、二级保护鸟类 8种，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近危及以上等级鸟类11种。

摘自《新华日报》

“到 2025年，知识产权发展主要指标达到知识

产权强国水平，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绩效领跑全

国，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省。”近日，江苏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江苏省“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提

出围绕“高质量创造、高标准保护、高效益运用、高

水平合作、高品质服务”五大重点任务，实施八大工

程，将江苏打造成为“五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先

行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样板区、知识产权引领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知识产权开放协作标杆

区、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培养试验区，以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勾勒出未

来五年江苏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蓝图。

加强高质量创造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累计建成省市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 241
家，新增专利授权量157.88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 36.14件，149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累计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6000亿元……“十

三五”期间，江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重大突

破，知识产权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正在进一步凸显。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江苏将紧紧把握

稳中求进、以质为先总基调，更加注重质量效益。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加大高价值专

利、商标品牌、精品版权的培育力度，提升产业核心

竞争力。

在高价值专利培育方面，聚焦重点产业集群

和标志性产业链，瞄准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开展

专利布局，形成一批自主可控的高价值专利。重

点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升级工程”，到 2025 年，

建成 100 家省级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推动

20 个以上省级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升级运

行，在主要技术领域创造一批高价值专利和专利

组合，并建立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长效运行机制，

制定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和

长三角区域标准。

此外，还将加大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力度，打造

一批特色品牌和特色产品，建设20个以上省级地理

标志保护和促进试验区，打造一批地理标志特色小

镇、特色产业园。实施商标品牌培育工程，打造具

有较高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品牌。开展优

秀版权作品创作扶持行动，实施版权产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带动和版权运营能力提升工程，培育一批精

品版权产品。

主攻保护和运用
凝聚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之“魂”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是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和

激励创新制度作用的目的所在，是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之‘魂’。”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苏平表示，

“十四五”时期，江苏省知识产权工作的主攻方向便

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为加强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规划》重点推进

三大工程。“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工程”将在全

国率先探索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市、区）和园区创

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到 2025年，累计新建 10－

15个省级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并以省级知识产权

保护示范区建设为基础，积极争创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示范区。“知识产权保护载体建设工程”将着力

构建以中国（江苏）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牵引、13个

设区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全覆盖、N个快速维权中

心协同保护的“1＋13＋N”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到2025年，建成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8－13个，

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6－10个。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还特设“海外知识产权

护航工程”，通过该工程的实施，增强企业等市场主

体海外获权、维权能力，提高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效

率，并探索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为涉

及江苏省的重大海外知识产权案件提供全程指导

和跟踪服务。

为加强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十四五”期间，

江苏省将鼓励高校院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权益

分配机制，推进知识产权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

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促进高校院所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同时，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载体建设，重点

围绕10大卓越产业链，组建一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加快建设长三角知

识产权金融数字实验室，支持南京、无锡、苏州等有

条件的设区市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在此基

础上，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链工程和强企行动，加

快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助推江苏产业创新升

级发展。

紧抓合作和服务
释放全社会知识产权创新活力

“要推进省内知识产权协同融合发展，只有区域

协调发展，才有江苏知识产权事业整体发展。”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科技创新协会

会长朱宇解读说，《规划》明确江苏省“加强知识产权

高水平合作”的重点任务，通过推动实施“知识产权区

域示范创建工程”，打造知识产权强市强县、知识产权

密集型园区和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高地，到2025年，

新增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县（市、区）20家。通过“知识

产权乡村振兴工程”，开展知识产权惠农专项行动和

优质植物新品种培育专项行动，推进省内知识产权协

同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国际

合作等知识产权高水平合作。

为夯实江苏省知识产权发展基础，《规划》提出

“加强知识产权高品质服务”，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体系，提升知识产权社会化服务水平，打造知识

产权人才高地。通过实施“专利代理质量提升工

程”，力争到 2025 年全省专利代理率达 80%。通过

实施“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百千万’培养工程”，力

争“十四五”期间培养 500 名精通国际知识产权规

则、熟悉知识产权事务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

专利代理师 3000 名，培训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人

员、企业高管、知识产权师等实务人才6万余人次。

《规划》提出了“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7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 80分以上”“专

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17%”“新增贯

标单位1万家”等具体目标。支苏平表示，围绕既定

目标，全省知识产权工作将坚持以“创新发展”为指

引，把“高质量”贯穿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服务全链条，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大力推

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大胆革新、先行

先试，充分释放全社会知识产权创新活力，为江苏

科技强省建设贡献力量，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贡献

江苏经验。 摘自《新华日报》

10月8日上午，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在吴江区震泽镇开工建设，拟投建2条大型高端锂离子

电池隔膜产线，总投资约 10亿元，进一步赋能产业，打造

锂离子电池隔膜高端品牌。

吴江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拥有明显的功能优

势、比较优势和叠加优势，捷力新能源二期的开工，是震

泽镇“实体经济提升年”的又一重要成果。

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月，

已在震泽镇扎根十多年，为恩捷股份全资子公司，致力于

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发与生产，是世界知名品牌高端消

费类电子产品、动力电池等储能行业的关键材料核心供

应商。2021年公司预计销售12亿元，纳税约1.4亿元。

苏州捷力新能源二期项目预计明年建成投产，预计

新增锂离子电池隔膜年产能2亿平方米，每年增加销售6
亿元。 摘自《新华日报》

秀丽葡萄、仙居油点草、凤阳山樱桃、黑果石楠、文采

乌蔹莓……这些植物名称你听过吗？它们，都是在浙江

发现的新物种。

10月8日，《浙江植物志（新编）》在杭州首发。据介绍，

志书共收录维管植物 262科 1587属 4868种，收录种数较

1993年的首版《浙江植物志》净增了970种，进一步摸清了

浙江省植物资源的“家底”，为全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研究与监测提供了全面、科学、丰富的植物“活档案”。

新编志书系统客观地记录了浙江省野生植物全貌，

发现了一批新物种和地理分布新记录，记录了一大批国

家重点保护和其他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全志收录了编研

期间研究发表的新种 100个、新记录种 266个。因此，浙

江成为“十三五”期间华东地区新发现植物最多、密度最

高的省份。

这是浙江第二次针对植物资源修志。《浙江植物志

（新编）》编撰工作于 2014年启动，由浙江省林业局、浙江

省植物学会组织开展，汇聚了浙江农林大学、省自然博

物院等 31 家单位的 62 位专家学者，编撰团队先后组织

开展 400 余次野外考察，历时 8 年，形成了这部共 10 卷、

303万字、15858张图片的浙江植物界“新华字典”。

摘自《浙江日报》

“十四五”围绕五大重点任务实施八大工程

江苏打造知识产权“五高五区”

位于湖州市德清县的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纺丝加弹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差别化有色涤

纶长丝产品。这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采用原液着色纤维工艺，从源头上解决了传统印染行业存在的高

能耗、高水耗等突出问题，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备受青睐。 摘自《浙江日报》

遵循市场逻辑 汇集资本力量

安徽省力促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6项目入选
“生物多样性100+

全球典型案例”

总投资80亿元的一批生物医药项目签约

杭州医药港再添生力军

《浙江植物志（新编）》首发

苏州捷力新能源
二期在震泽开建

杭州亚残运会
火炬“桂冠”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