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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新兴科技产业力量理
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长三角“一市三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现状与特征，对比分析了安徽新型
研发机构建设存在的不足，从加强顶层政策扶持、促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等方面，
提出进一步建设培育安徽新型研发机构，促进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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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和灵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

活的用人机制，将研发与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了政

[1]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9 年

产学研资一体化的研发服务模式，实现了创新链、

12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产业链、资本链的深度融合，有效提高了科技成果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纲要指出，作为我

转化效率 [3]，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科技产业力量。

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

的区域之一 [2]，长三角地区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

家科技创新规划》都提出“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

[2]

肥 2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全国约 1/4 的“双

发机构”[4]。2019 年 9 月，科技部专门出台《关于

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新型研

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 1/3 左

发机构发展壮大。新型研发机构已经成为国家创新

[2]

右 ；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

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一市

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

三省相继出台了扶持新型研发机构的相关政策，清

[2]

同体和产业集群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

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中

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集聚度、

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

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

构先后成立并发挥效益，长三角地区新型研发机构

[2]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 。

的总体建设水平已处于全国前列 [3]。在当前我国经

萌芽于 21 世纪初期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

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

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需求，坚持投资主

期，长三角地区正全力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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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与政策·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为经济高质

创办和孵化企业 300 家，累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5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作为长三角地区全

208 家次 [8]，多层次、特色鲜明的安徽新型研发机

面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 [5]，新型研
发机构理应借助其良好的发展基础，充分发挥其区

构体系初步形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1.3 发展特点

域创新“生力军”、科技成果转化“排头兵”、体

1.3.1

[5]

制机制改革“先锋队” 的作用，推动长三角科技
创新共同体建设。

分布区域较广

这 45 家新型研发机构分布在全省 10 个市，其
中合肥 21 家，芜湖 14 家，蚌埠、安庆各 2 家，铜

在此背景下，安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

陵、阜阳、淮南、宿州、池州、马鞍山各 1 家（见

重要一员，唯有抓住机遇，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

图 1）。一方面，全省新型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合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赋予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

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达 37 家，占 82%，反

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

映了示范区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龙头示范引领地位；

[6]

展样板区” 的历史使命，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另一方面，在阜阳、宿州等皖北欠发达地区和铜陵、

发挥整体联动效应，强化科技资源互通、技术市场

淮南等资源枯竭城市也有布局，为全省区域协调发

要素资源流动和跨区域创新与产业协同，在加强科

展注入了新的科技力量。

技创新供给、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速科技成果等
方面协同发力，切实提高协同创新质量和效率。

1
1.1

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概况
政策支持
在省级层面，在 2017 年出台的《支持科技创

新若干政策》中明确：“开展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管
[7]

理，依据绩效情况，省给予最高 300 万元奖励” 。

宿州
淮南 1
阜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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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庆
2

池州 马鞍山
1
1

蚌埠
2

同年，安徽省科技厅在充分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出

合肥
21

台《关于印发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管理与绩效
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科区〔2017〕50 号）并

芜湖
14

于当年年底启动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工作。在市级层
面，合肥、芜湖、蚌埠等市除在各市支持自主创新
若干政策中明确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外，还
出台专门支持政策，支持以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代表
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如合肥市出台《合肥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院管理暂行办法》等。
1.2 发展成效

图1

1.3.2

安徽省已认定新型研发机构各市分布示意图

产业涵盖与战新产业和主导产业高度契合

安徽省科技厅于 2018 年 9 月和 2020 年 2 月分

两批公布的新型研发机构全面覆盖新一代信

两批公布了新型研发机构名单，共计 45 家，包括

息技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生物和大健康、绿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

低碳、信息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有量子科技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

创新等瞄准国际前沿的“顶天”研究，也有生物医

等。据对首批 20 家新型研发机构的统计，这 20 家

药、机器人等“立地”应用，让更多成果应用于推

共集聚研发人员 1 115 人；2016 年和 2017 年共投

动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入研发费用 5.53 亿元，实现总收入 11.53 亿元，其

1.3.3

中研发成果转化收入 2.52 亿元；近两年获有效发明
专利 259 项、制定国家标准 18 项和行业标准 33 项，

形成政府引导、高校院所支撑、企业高度
参与的多元化组建模式

45 家新型研发机构多为具有企业、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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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办非企业等性质的独立法人研发实体，既有依

同年 4 月，又出台了《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

托高校院所建设的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清

创新发展的若干规定（试行）》, 明确对经认定符

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

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给予每家不超过 300 万元

进技术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研发后补助并实行相关税收减免政策。对属于事

也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安徽酷哇机器人有限公司、安

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不定行政级别，实

徽航瑞航空动力装备有限公司等。这些机构的共同

行编制动态调整和综合预算管理，给予其长期稳

特点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决策机制高效率、研发管

定持续支持，赋予其充分自主权。

理合同制、分配机制绩效式，建立起适应市场化运

上海科改 25 条发布以来，包括功能型平台在

营的内部管理、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研发人员激

内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瞄准科学前沿、产业共性

[5]

励约束、知识产权管理等制度 ，以解决产业共性

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向，加速成长。上海市

关键技术问题为主业，在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二次

新型研发机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功能型平台的加

开发、技术转移转化、企业孵化育成、产业投融资、

快培育。截至目前，在生物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

[8]

综合性科技服务等方面各具特色 ，为全省高质量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创新创业

发展持续提供科技支撑。

服务等领域，已启动建设近 20 家功能型平台，集

1.3.4

聚各路创新资源，孵化新兴产业，带动既有产业

坚持全面开放的发展方向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坚持全球视野，依托

升级。目前，功能型平台产业培育功能已经显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良好的国际声誉，积极对接国

如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国内外用户有 210 余

际优质科教资源，集聚世界一流科研人才和团队，

家，2018 年服务产业收入达到 1.5 亿元。其次是

推动跨区域、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创新。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上海量子科学研究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运营以来，已建设了

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优

47 家联合实验室，引进各类人才 490 人，孵化企

势，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试点“三不一综合”，

业 199 家，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9 家，申请

即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不受岗位设置和工

专利达 140 项。

资总额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赋予研究机构

2

上海、江苏、浙江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现
  状与特点

2.1

充分的自主权，在脑科学、类脑智能、量子科学
等前沿科学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另外，以高知
汇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为代表的科技类社会组织

上海市

也在上海科改 25 条推动下兴起与发展。

2019 年 3 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

2.2

江苏省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

江苏省是长三角地区培育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的意见》（简称上海科改 25 条），明确提出发展

较早的省份，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省列入统计

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一是推进研发与转化

的新型研发机构达 438 家，共吸纳就业人员超 1.6 万

功能型平台建设，支撑产业链创新和重大产品研

人，年开展技术服务 4.5 万多项次，转化科技成果

发；二是深化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协

近 1 000 项，累计引进、孵化企业 4 000 余家，年

调推进应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三是引导转制院

收入超 100 亿元。新型研发机构涵盖了新一代信

所强化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功能，向科技研

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

发服务集团发展；四是选择若干应用技术研发类

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新兴产业领域 [10]，有力支

科研事业单位，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员工持股等

撑了区域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等。

方式，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五是对社会力量兴

江苏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坚持强化需求导向、

办新型研发机构同等政策支持，从事战略性前沿

提升合作层次、明确功能定位、夯实人才基础、

技术、颠覆性技术等研发的，可“一事一议”予

创新发展机制，已形成了富于江苏特色的发展特

[9]

以财政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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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一是坚持主体多元化的建设模式，不仅是政

·创新战略与政策·
府部门 , 高校院所、央企等大型企业、社会组织以

重大开创性原始创新成果，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

及一批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都积极参与。二是坚

二是龙头企业攻关型。由省内行业龙头企业通过

持市场化导向的管理运作机制，以江苏产业技术

市场机制整合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产业上下游

研究院为代表，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

企业等力量开展协同攻关，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

制，实行去行政化管理 , 在项目、经费等方面拥有

值链中高端。三是研发总部引领型。以“互联网 +”

更多自主权。三是坚持前瞻性的科研主攻方向，

和生命健康两大世界科创高地建设为引领，吸引

江苏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等一批机构 , 瞄准国际前

央企、大型国有企业或世界 500 强企业牵头建设

沿，以行业发展顶层设计、技术研发、标准推动、

研发总部，引入创新资源和产业链资源，开展原

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发展为重点，积极抢占行业

始创新和技术攻关。四是创新平台服务型。以资

领域至高点。四是坚持多样化成果转化途径，如

源汇集和专业科技服务为特色，由国内外一流高

浙江大学通过企业孵化、合作研发、技术交易等

校院所、科研机构或省内行业龙头企业、总部企

多途径，先后在苏州、昆山和常州开展成果转化，

业与市、县（市、区）政府共同打造，从事研究

培育形成氨基酸日化产业集群。

开发、成果转化、衍生孵化和技术服务等创新创

2.3

业支撑服务活动。

浙江省
近年来，浙江省重点推进之江实验室、浙江

国家数据智能技术创新中心、浙江清华柔性电子

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发展新型研
  发机构对比分析

技术研究院、宁波智能制造研究平台等一批高水

总体而言，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新兴科技产业

大学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阿里巴巴达摩院、

平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11]

，杭州、宁波、温州、嘉

3

力量 , 发展仍处初级阶段 , 这对安徽来说也是如此，

兴等市也加快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仅宁波市

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

就已建成新型研发机构 56 家。之江实验室由浙江

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创新。但与国内新型研发机构

省人民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

建设先进地区以及长三角其他省市对比，安徽现

按照“一体双核多点”架构，在开放协同、混合
所有制、改革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等方面开

阶段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总量不足，发展不平衡

展制度创新，聚焦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领域，以

目前安徽省认定公布的新型研发机构只有

智能感知、智能网络、智能计算、智能系统为主

45 家，数量和先进地区特别是江苏省差距较大；

要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打造世

区域分布仍显零散，仅在全省 10 个市有布局，且

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中心，服务国家安

主要集中在合肥、芜湖、蚌埠等创新较为发达的市；

全、数字经济和社会治理等重大战略领域发展。

分布的领域也较为单一，现代农业、研发服务类

阿里巴巴达摩院通过在全球组建研究中心、与高

涉及较少。
3.2 缺少专门扶持政策

校成立联合研究所、在全球范围发布创新研究计
划等，开展基础科学和创新性技术研究。其涵盖

现阶段，新型研发机构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

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

无论是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还是服务经济高质量

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人机自然交互、芯片技术、

发展，都需要政策引导和扶持。相比上海已出台

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多个领域 [12]。

的科改 25 条和浙江正在征求意见中的《关于加快

2020 年 5 月，浙江省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新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的若干意见》，安徽缺少针对

型研发机构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进一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专门性扶持政策，仅出台了

步提出发展 4 种类型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一是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及绩效管理办法，存在重认定、

前沿基础研究型。由国内外一流高校院所、科研

轻扶持的现象。同时，绩效考核指标设定标准也

机构、高层次人才团队与省、市、县（市、区）政

不甚合理，体制机制、研发能力、社会效益等最

府、企业合作，强化原始创新供给和引领，取得

能体现新型研发机构特点的考核指标权重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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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刚：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安徽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策略研究

研发能力不足，高水平研发机构少
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起步和建设相对较晚，

研发设备、研发资金、高水平科研人员缺少，直
接导致缺少高水平的研发成果。目前安徽虽有中
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
等发展较好、产出较多的新型研发机构，但高水
平的研发机构仍然不多，更缺少像上海脑科学与

4

安徽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长三角创
  新共同体建设的定位和对策
在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

安徽应立足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
标和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打造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的定位，

类脑研究中心、浙江之江实验室这样在行业领域

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处于领军地位的新型研发机构。
3.4 功能定位不明晰，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

新型研发机构，将其打造成为创新创业资源的汇

力不强
论文导向、教学导向、课题导向等倾向仍然
存在，新型研发机构围绕产业链部署应用创新链、
产业策源和企业培育的主体功能未充分发挥 [6]。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江苏一批新型研发
机构积极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如江苏长江

创新体系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聚平台、高端人才团队的集聚平台、产业先进技
术的集成平台、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平台 [8]，形
成多主体协同、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局面，为安徽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
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保障。
4.1

加强扶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顶层设计

智能制造研究院迅速建立了防疫口罩所需的智能

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作为创新生态环境建设

化无纺布生产线；宿迁南航新材料与装备制造研

的中心环节，尽快出台促进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发

究院承担新型冠状病毒医卫防护材料应急专项“可

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形成连接创新链各个环节，覆

循环再生病毒防护用熔喷非织造材料开发”项目，

盖产业、财税、金融、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科

直接服务防控物资保障，而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

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

却鲜有作为。
3.5 支持力度不够，造血功能不强

政策体系，着力构建政产学研资协同发力的政策环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新生

境，最大限度释放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力。
4.1.1

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事物，其发展离不开各相关建设主体，尤其是政

按科技类社会组织待遇，对符合条件的新型

府的支持。江苏省新型研发机构在建设初期，资

研发机构进口科研用仪器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明确地方政府首期投入

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加大财政支持，建议借

资金不少于 5 000 万元；上海也明确对经认定符

鉴广东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先进地区经验，按省

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给予每家不超过 300 万元

财政支持经费的 50% 对新型研发机构给予配套补

研发后补助；浙江明确对绩效评价优秀的省级新

助，探索突破“单个机构支持额度每年不超过 200 万

型研发机构，分三年给予最高不超过 1 000 万元的

元”的支持政策 [13]。

奖补，省委、省政府重点引进和支持的省级新型

4.1.2

加强制度和组织保障

研发机构可通过专题协商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借鉴上海等地经验，对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

对省域外中央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或世界 500 强

新型研发机构实行“三不一综合”管理，给予机

企业来浙江省设立研发总部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构长期稳定持续支持，赋予其充分自主权；支持

3 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相比这些省市，近两年

新型研发机构承担省市各级科技计划、加强人才

安徽省科技厅安排的扶持专项资金每年仅 1 000 万 ~

引进、建设创新载体、转化科技成果，享受与高

2 000 万元，且属于科研经费中临时性的列支项目，

校科研院所、企业同等的资格待遇和扶持政策；

而非稳定的财政支出科目，不仅数额较少，用途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与开发园区、企业、高校、职

也受限，导致大多数新型研发机构支撑产业发展

业培训机构、创业群体及初创型企业开展产学研

的规模和能力不足。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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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与政策·
4.1.3

鼓励全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兴办

三角科技合作专项”，在电子信息（区块链）、

出台专门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针对新型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资源环境、生物医药、

研发机构的金融服务，引导各类科技投资机构、社

现代农业等领域沪苏浙科技单位开展联合攻关；

会资本投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在登

建议对安徽省科研机构在沪苏浙成立新型研发机

记开办时将国有资产份额提高到不超过总资产的

构实行一定的财政奖励，鼓励安徽更多的创新资

2/3 的比例，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

源走出去，积极参与其他地区的新型研发机构建

与的非营利性新型产业技术研发组织。
4.2 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设。

4.2.1

4.3.2

安徽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与上海、江苏、浙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突出对新型研发机构在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

吸引沪苏浙科技资源向安徽流动

江保持对等的支持力度，健全完善区域协同创新

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人才培养与团队引进等方面

的政策体系，吸引这些省市的科技资源来皖互建

的考核，如应明确将新型研发机构上年度研究开发

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建议

经费支出应不低于年收入总额的比例由 10% 调整

政府比照或适当高于国家和省政府人才引进政策，

为 30%，进一步鼓励其开展技术创新。

对新型研发机构进行补助。

4.2.2

4.3.3

加强现有新型研发机构的升级改造

推动组建长三角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发展联
盟

以高水平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为目标，着眼国际前沿领域研究和战略新兴产业，

以联盟为平台，协同推进新型研发机构人才

着力提升改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队伍培养、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中科院合肥创新技

与合作等，形成资源互补、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

术工程研究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等重
点创新平台和机构，增强运营功能。
4.2.3

加大高水平研发机构的引进

5

结语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型研发

鼓励引进国家大院大所、知名高校、上市公司

机构建设，对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实现经济

及大型企业在安徽设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服务及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梳理了长三角一

产业化，对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由政府牵头引进的

市三省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现状，重点分析了长

重大新型研发机构，采取“一院一策、一事一议、

三角一市三省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支持、发展特

特事特办”的方式给予重点扶持。
4.3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协同

征，发现安徽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在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短板，从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协同

加强对顶层政策扶持、促进“高质量一体化”发

创新已有初步探索，如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与南京经开

展、强化协同创新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建设培育

区共建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浙江大学与苏州

安徽新型研发机构，促进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

高新区共建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复旦大

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加快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学与宁波市共建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中科院合肥

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

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常州市政府共建常州先进制造技

借鉴和启示。■

术研究所等。在此基础上，“三省一市”应综合运
用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政策，结合各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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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Anhui New Research
Institutes in the Contex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UN Gang
(Anh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Hefei 230091)
Abstract: Yangtze River Delta is one of most a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openness and the stronge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China. Promoting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new trends of China’s economy. New research institutes, as a strength on novel
technology indus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weaknesses of new research institut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en the article raise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further building and training Anhui new research institutes, thus facilitating Yangtze
River Delta community of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pla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reinforc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Anhui Provinc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 researc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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