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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清华启迪（山东）国际智慧科技城、北大未名（山东）生物科技城等17家科研院所集中签约落户章丘。

17家重量级科研院所集中签约落户

章 丘 聚 智 打 造“ 最 强 大 脑 ”

16日，清华启迪（山东）国际智慧科技城、北大未名（山东）生物科技城等17家科研院所集中签约、
落户济南市章丘区，聚智打造“最强大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推动转型的第一资源。这次集中签约的一批创新平台项目，
均由顶尖高校、知名院所、高端人才领衔主导，突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招商平台和企业孵化四个方
面，是孵化新动能、新经济的‘金种子’。”章丘区委书记刘天东说，将依托创新平台，让“金种子”尽快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培育一批扎根章丘的小巨人、独角兽，牵引章丘转型发展滚滚向前，努力在新旧动
能转换上探索弯道超车新路。

本报记者 赵伟 张晓燕
通讯员 袁致甲 孟凡庚 崔悦

“朋友圈”聚集
“科研智库”
在16日举行的济南章丘新
旧动能转换创新平台签约仪式
上，共有17 家重量级科技创新
载体同时集中落户章丘，这在
章丘乃至济南发展史上尚属首
次。清华启迪、北大未名、北交
大科技创新示范园、上海交通
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山
东 省 物 联 网 研 究 院 、中 粮（ 山
东）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航
天科工二院二部航天先进制造
创 新 研 究 中 心 、中 科 智 谷（ 山
东）人工智能产业园、中国网国
际大数据产业（山东）基地等极
具含金量的“大院大所”标注着
章丘注重科技创新的发展定
位。
纷至沓来的国家级和省部
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两院
院士、科技型专家、复合型专家
等高水平科技研发队伍和高效
率的成果转化渠道，加上山东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以及章丘
大学城13 所高等院校，为章丘
储 备 了 高 端 的“ 科 技 研 发 智
库”。
高端智囊团汇聚，溢出“朋
友圈”效应，章丘科技研发、创
新能力“蓄势待发”。北京大学
科技开发部（章丘）产学研合作
办公室引导北京大学优质教育
和科研资源向章丘聚集，每年
不定期组织最新科技成果和技
术项目在章丘发布和交流，促
成其应用和转化。中航工业（济
南）科技城和中国航天空气动
力技术研究院以“军民融合”为
核心，建设双创产业园、设立产
业 基 金 、搭 建 创 新 平 台 。中 粮
（山东）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将运
用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物联

网、自动化等技术及先进设备，
在章丘建设盒马生鲜冷链物流
中心。
上交大章丘联合创新平台
将建设运营先进产业技术研究
平台、技术转移孵化众创空间、
产业技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
产业示范基地等，提升章丘产
业创新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
力。北交大科技创新示范园将
设立由多学科领域院士组建的
院士工作站，建立全国首个“院
士村”，扩大院士“朋友圈”，推
动经济发展提速换挡。

“金种子”提速
“动能转换”
“引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这些‘金种子’，既是围绕章丘
产业发展实际完善孵化链条，
搭建专业孵化载体，也是发挥
科研院所创新辐射能力，为济
南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
慧。”章丘区长韩伟表示，此次
集中签约将“借脑”抢占前沿性
科技成果，布局新兴产业新高
地。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
量发展，章丘先锋队、领头羊的
作用义不容辞。清华启迪、北大
未名、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新材料研发中心、中机第一设
计研究院（济南）绿色环保研发
中心、中北大学（章丘）腐蚀与
防护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济
南）智能制造技术转化中心、清
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研究所章
丘中心……签约的科技创新平
台实力雄厚、理念先进、人才荟
萃，都是提速新旧动能转换的
“金种子”。
这些“金种子”在科技园区
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上具有独
特优势和丰富经验，和章丘“围
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全
面推进‘1551’工作体系，坚定
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的组合拳、

主动仗，推动章丘城市加快有
机更新、产业加快吐故纳新，推
动城市功能空间转型优化，努
力打造省会城市群中央活动区
和创新栖息地”的发展需求高
度契合，必将在加快推进科技
转化和企业孵化，推动创新创
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店小二”服务
“提质增效”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吸引
力、竞争力，更是创造力、驱动
力，营商环境建设关系章丘的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实体
经济雄厚见长的章丘，拥有规
模以上企业600多家。乘着新旧
动能转换的东风，济东智造新
城、济南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生物医药孵化园、刁镇新
材料产业园等18 个平台载体，
更是让凤凰栖处有了梧桐。
爱才若渴，争当创新服务
的“店小二”。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给
予最高100万元扶持；对国内外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在章丘区
设立研发或成果转移转化机构
的最高给予300万元奖励等等，
章丘出台《加快实体经济发展
的实施意见》和20条具体政策，
拿出真金白银奖励“金种子”。
出台“集聚百脉英才引领
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人才
安居工程”等为引才聚智做政
策保障，在每个项目落地前，该
区提前介入，与科研团队建立
一对一服务，提前解决一些科
研团队的生活与工作难题，目
前和品同位素医药有限公司科
研团队、中国网国际大数据产
业（山东）基地项目团队已陆续
入驻，为留住更多人才，章丘还
规划建设1500亩、1万套的“章
丘国际人才城”，打造高端人才
集聚区，为高端科研院所的集
聚提供安居保障。

葛相关链接

清 华 启 迪 、北 大 未 名 都 来 了
1 .清华启迪（山东）国际智
慧科技城：启迪控股将导入清
华启迪旗下产业资源，落地启
迪旗下科技企业孵化器品牌。
2 .北大未名（山东）生物科
技城：
项目将重点建设生物药、
生物医疗、生命康养、精英部
落、
商业金融部落、
健康住宅等
项目。
3 .北京交通大学（山东）创
新示范园：主要建设一流人工
智能实验室和信息安全实验
室、北交大国家级科技孵化中
心和大学生创业园、
“院士村”
、
水环境技术平台、
科创中心等。
4.中航工业
（济南）
科技城：
公司将与章丘区在军民融合航
空产业、先进制造、高端装备、
军民合作服务创新平台、无人
机控制系统等多个领域开展全
面合作。
5 .中粮（山东）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基地将借助中粮集团
优势，
建立农业大数据中心、
引
进农业龙头企业，
同时，
运用大
数据、
物联网、
自动化等技术设
备，
实现从生产、
仓储到配送的
完整产业体系。
6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
航天先进制造创新研究中心：
将与章丘区在系统仿真建模、
指挥信息化、物联网、智能制
造、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开
展合作。
7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
研究院（山东）研究院总部：将
在章丘区建设山东研究院总
部，
主攻航天器的民用化、
智能
传感器、
航空热管、
动力高端装
备等领域的研发。
同时，
将筹建
航天科技军民融合产业园、山
东航天科技大学等。
8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章丘）产学研合作办公室：项
目将重点围绕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企业合作等内容，通过
产、学、研紧密合作，引导北京
大学优质教育和科研资源向章
丘聚集。
9 .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
研究所章丘中心：项目将推动

清华大学相关科技成果和科研
团队到章丘发展，尽快形成创
新创业项目和人才团队资源的
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10.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
技术研究院章丘联合创新平
台：
将与章丘区在智能制造、
大
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
大健康产
业、都市农业服务等方面进行
合作。
11.华中科技大学
（济南）
智
能制造技术转化中心：将与章
丘区在智能制造产学研基地共
建、
智能制造人才培养、
智能制
造研发成果转化、企业交流平
台搭建、特色智能产业园形成
等方面开展合作。
12.中北大学
（章丘）
腐蚀与
防护研究所：将与章丘区合作
共建中北大学
（章丘）
腐蚀与防
护研究所，全面建立与深化科
技创新战略合作关系。
13.中国网国际大数据产业
（山东）基地：项目将在大数据
应用建设、信息共享以及信息
采集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
14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
（济南）绿色环保研发中心：以
共建技术创新及规划设计咨询
公共服务平台、再生利用绿色
示范基地为切入点，全面深化
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培育特色
鲜明的绿色新兴产业集群。
15.中科智谷
（山东）
人工智
能产业园：
将以专业化、
市场化
和国际化的运营机制，吸收国
内外的先进技术，成为山东省
技术转移合作的领头羊,建成山
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化高地。
16.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新材料研发及科技平台：将在
章丘区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中
心、
材料检测评价中心，
开展科
技成果转化，建设军民融合产
业基地。
17 .山东省物联网研究院：
与章丘区共建山东省物联网产
业园，
在智慧城市规划和设计、
建立城市云计算中心、物联网
高新科研成果转化、培育特色
产业集群等方面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