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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院士专家工作站助力激活企业创新新模式

——写在嘉定区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在嘉定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
市科委、市科协的业务指导下，嘉定
区科协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主线，
以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为基础，
以企业科普工作为重点，着力提升公
众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努力实现科技惠民、成果共享，为
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

坚持互联互动
构建全社会大科普格局

统筹协调实现联动。召开嘉定区科
普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加强统筹协
调，充分调动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各街镇的科普积极性，形成横向
到底、纵向到边的大协作、大联合的“大

科普”工作格局。
科普投入及撬动效应明显。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仅 2019年区
级科普资金1138.5万元，实施区科普项
目25个，带动社会投入2100余万元，28
家科普基地全年投入科普资金达 1500
余万元。区财政与社会投入科普资金比
约为1∶3.2。

科普活动影响力持续增强。以节点
造势与常态化相结合，全方位开展科普
活动，先后举办了“三下乡”、上海科技
节、全国科普日、市科博会、上海国际自
然保护周等系列重点科普活动，每年重
点科普活动参与人数达 30余万人次，
嘉定区科技节、科普日活动在市网上申
报数名列前茅。

坚持实效为先
推进企业科普向纵深发展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打造科技

成果科普化。深化科技成果科普化平台，
连续多年主办嘉定科博会、长三角科交
会。2019年举办的“科技长三角，共享新
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长三角科交会，吸
引了13个长三角城市参加，180家企业
机构参展，学术交流及论坛 42场，参与
人数 13000人次，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新兴科技知识的普及。打造汽车
产业链科普平台：承办为期三天的“科学
之夜”，以“穿越时空的旅行”为主题的亲
子科技嘉年华走进上海汽车博物馆，
3000余人参与了活动；在智能汽车体验
基地举办“未来车体验之旅”活动，三天
内共有7100余人参加。

挖掘院所科普资源，有效促进科
普资源进社区。上海光机所青少年科学
创新实践工作站借助神光基地，3年毕
业 300余名学生；其《分布式光纤传感》
科普微视频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科普微
视频奖和中科院十大优秀科普微视频
奖。中科院声学所东海站开展“走进声
学世界·探索声学奥秘”系列主题科普
活动，累计接待 8500余人次，邀请青海
省果洛藏族州久治县优秀学生代表走
进东海站，感受科技魅力。依托“我嘉书
房”积极打造社区书苑，菊园新区社区
书苑充分发挥周边 5家科研院所资源
优势，开展“邻+科学院”院所进社区系
列活动20场。

关注民生热点，大力推进科技成果
科普示范应用。聚焦垃圾处理，加强垃
圾分类科普宣传，垃圾分类馆成功创建
市级示范性科普场馆，总投资 1500万
元，展示面积 2045平方米，展厅采用实
景展示、LED屏显示与科普展板相结合
的方式，生动直观向市民介绍了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生活垃圾处理全过程，垃
圾处置再利用和垃圾发电等知识。

自 2014年来，嘉定区科协紧紧围
绕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引智高端人才，集
聚创新要素，探索“院士专家工作站”
助力工程，为嘉定企业创新与产业转
型升级又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几年
来，嘉定区培育发展了上海市院士专
家工作站 20家，涉及新能源汽车及汽
车智能化、集成电路及物联网产业、
高性能医疗及精准医疗、智能制造及
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助力企业开展技
术研发与产品研制 517 项，企业研发
投资金额达 19.5亿元。经过几年的探
索和努力，嘉定区院士专家工作站成
效已逐步呈现：院士专家与企业无缝
对接，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跨界创
新出现新局面。实践证明，作为科技
与经济、院士专家和企业紧密结合的
创新服务平台，院士专家工作站对嘉
定区经济社会发展已产生了深层次、
多维度、全方位的影响。

嘉定区科协根据市科协的统一部
署，围绕区委、区政府总体要求，创新
思维、大胆实践、积极探索，院士专家
工作站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上海航
天电子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2017
年被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院士专家
工作站建设示范单位”。

搭平台
引进院士专家高端人才

过去5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嘉定区已柔性引进院
士17名，特聘专家110名，助推了嘉定

“跨越式”发展。
驱动产业技术创新，是院士专家

团队智慧的结晶。上海机动车检测与
认证研究中心工作站以项目为依托，
先后引进方家熊院士科研团队、国际
上著名压电功能材料与器件专家罗豪
甦教授团队，聚焦毫米波雷达、动力锂
电池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破
解了困扰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其中

“异质结磁电型弱磁传感器”技术，在

非常宽的频率范围内实现了对微弱交
变磁信号的探测，解决了传统磁传感
器宽测量频带和高灵敏度不能同时实
现的难题，得到了中船重工701所的高
度评价。他们开展了智能网联安全驾
驶与电池安全检测的平台建设，工作
站平台探索非汽车行业的技术原始创
新与跨界应用，助力企业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

转思路
激活科技成果示范应用

立足嘉定区高校科研院的科技资
源情况，调整思路，转变观念，多渠道多
举措持续加大服务科技工作者驱动。

整合科研产业两张皮，促进院士
专家与产学研深度对接。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中试基地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合
作，聚焦“科技成果转化”，聚焦“市场
需求”，聚集“技术市场交易”，以产业
基金为抓手，以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技
术转移转化为内容，建立新技术转化
路演平台，开展了汽车芯片与控制、
汽车动力与安全、汽车传感与材料等
领域的项目交流，推动热电暖风空

调、全固体电致变色防眩后视镜、汽
车锂电池动态安全控制、新型合金燃
料电池、4GHz/77GHz 毫米波雷达等
技术的产业转化与示范应用，打通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营
造科技、人才、资本的创新体系和创
新生态。

破壁垒
畅通企业服务社会示范渠道

嘉定区科协通过大走访大调研，
为院士专家服务社会生态环境打破沟
通壁垒，为企业搭建长三角垃圾分类
源头处置平台。

培育新产业技术应用新业态，是
院士专家工作站发展支撑点。上海壹
柯院士专家工作站联合同济大学等
专家，开展了微生物技术研制，在国
内首次成功开发了“湿垃圾源头生化
处置”设备，实现了“无污水排放、无
恶臭逸出、减量率达 96%”的产品。区
科协主动服务企业引进阿里云建立
技术论坛，在上海首次开启了嘉定区
政府机关餐厨垃圾零排放示范应用，
创新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社会的新
模式。

从“科学卫星城”到“创新活力之
城”，嘉定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打响

“科技牌”，正全力做强先进制造业，做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现代服务业，
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推动产业大区
迈向产业强区。一座功能独立完善、产
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正吸引越来
越多人近悦远来。这是嘉定区立足自身
特点选择的发展之路，也是嘉定区科协
事业持续发展的机遇。区科协义无反顾
地把工作融入全区中心工作中，在打造

“经济有体量又有质量、城市有颜值又
有温度、社会充满生机又和谐有序”创
新活力之城的使命背景下，描绘着科协
事业崭新的发展蓝图。

着力加强学术交流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五年来，全区科协系统依托科协各
类平台，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为打造创新活力之城，全面提升嘉定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智力支撑。

学术交流水平不断提升。围绕生命
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集成电路与物联网等领域，举办了上海
科技论坛、东方科技论坛等前沿学术交
流活动，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专
家开展交流、研讨。五年来，共举办学术
交流活动 232次，2万余人（次）参加，交
流论文32篇。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深入推进。
市、区联动，建立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
站20家，进站院士17名、专家110名，帮
助企业开发关键技术 142项，申请专利
162项，制定技术标准 22个，获得国家
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项，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荣获全
国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2家、上海市优
秀院士专家工作站1家。

推动科技成果在长三角地区转
化。积极开展院士专家“三地行”活
动，为嘉定、温州、苏州三地营造良好
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氛围。建立嘉昆
太“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科技成果
转化与应用孵化”路演平台，开展了

“智能驾驶汽车测试”等 32 项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路演，促成 3 个项目融资
3700 万元。积极推进壹柯院士专家工
作站湿垃圾处理技术在杭州、嘉兴、

南京、湖州、昆山等长三角 10 多个城
市的示范应用，建立生态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湿垃圾源头处置新模式。

创新科普宣传形式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五年来，全区科协系统认真落实
《公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主线，
丰富科普内容和形式，区域公民科学素
质整体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末嘉定区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为17.9%。

科普工作基础不断夯实。积极创建
国家、市、区级各类科普阵地，2017年嘉
定区成功创建为上海市科普示范城区。
创建上海市科普示范街道（镇）4 家
（次），国家、市、区级科普基地分别为 3
家、15家和 13家，上海市社区创新屋 6
家，全国（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5家；82
所学校被认定为区级科技特色示范学

校、科技教育特色学校；试点建设社区
书苑6家，其中1家被列为市级试点。

科普宣传形式不断创新。依托“嘉定
科技”微信平台，在上海率先开通了官方
科技（科普）公众号。与“嘉定农业”“嘉定
教育”“嘉定青年”等微信公众号合作，提
供农业技术咨询、青少年科学知识普及
和教育交流等服务。通过城区多媒体大
屏、社区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及时推送科
普数字化资源；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已覆盖到辖区内80%以上的常
住人口，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全民科普活动精彩纷呈。以科技“三
下乡”、科技节（科技周）、全国科普日、上

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等活动为重点，通过
市区联动、区镇联合、社会合作，坚持以
点带面，突出主题和社会效应，广泛吸引
社会公众参与科普活动。新成路街道“新
SHOW未来”、华亭镇“爱鸟周”、真新街
道“我和科普零距离”等科普特色活动广
受欢迎；“创客嘉年华”摄影创作大赛、

“七彩之光”科普微视频形成科普品牌；
人民电器、伟翔、益力多等企业积极进入
社区开展科普讲座、现场咨询等活动，传
播科学知识，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企业科
普影响力不断提升。

加强科技智库建设
提升科学决策能力

五年来，全区科协系统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充分利用嘉定区科研院
所集聚、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认
真组织调查研究，广泛开展决策论证，
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科技智库建设持续推进。依托学
会、协会平台，建立“新能源汽车”“新材
料”“芯片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行业
决策咨询专家团队和信息员队伍，积极
打造“小中心、大服务”的科技社团智库
体系，成功为医疗器械产品的跨界研
究、海洋智能芯片的设计研发、新能源
汽车高密度比电池安全应用等提供解
决方案。加强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合作，
建立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联席会议制
度，共同打造创新成果转化地。

服务科学决策能力不断提升。围绕
创新驱动发展与自主创新中的重大问
题，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开展决策咨询

课题研究。积极承担“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技术众筹’区域链产业共享平台建
设建议”等课题研究。区科协系统提供
决策咨询报告 24篇，其中《垃圾分类源
头处置》建议书，相关建言专报获得上
海市主要领导的批示。

科技人才举荐工作成效显著。发挥
区科协举荐渠道作用，积极参与国家、
上海市、嘉定区科技人才的举荐工作，

成功推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5人、全
国劳动模范3人、全国先进工作者1人，
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青年科技英才、
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各 1人，上海市

“晨光计划”、上海市“飞翔计划”各1人，
上海市“扬帆计划”89人。

有力的行动、扎实的成果、过硬的业
绩，离不开全区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未来，嘉定区科协将以深化科协改革为

动力，聚焦创新活力之城建设，切实履行
“四服务”职责定位，坚持“学术交流、科
学普及、科技智库”三轮驱动，体现时代
特色、科协特色、嘉定特色，努力把科协
真正建设成为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的
组织，把科协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党领导
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
体，成为推动嘉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为嘉定打造创新活力之城而努力奋斗！

为嘉定打造创新活力之城而努力奋斗
发挥科协优势 促进创新发展

为企业服务平台注入创新之力

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推进企业科普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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