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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黑龙江日报：贯彻新发展理念改进作风扎实履责 我省各地

各部门深入学习传达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5 月 5 日，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召开全体党员

干部大会，学习传达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指出，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推动我省振兴发

展的前进方向、目标任务和方法路径。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

服务平台承担着集聚全省优质科技资源，为我省高新技术成

果产业化发展特别是“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提供

资源保障的重要任务。全体干部职工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特别是对我省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不断发挥平台职能，支撑创新发展。同时作为直接服

务科研人员和科技型企业的一线服务部门，一方面将持续抓

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加强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压紧压实党建责任，发挥好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另一方面以实现龙江人民创新创业福祉为己任，切实转变服

务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持续向基层深入，让创新需求浮上

来，让精准服务沉下去，想其所想，急其所急，送其所用，

努力让每一名创新创业者都能共享龙江创新发展的红利。

（赵焕卓记者彭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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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讯

2017 年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暨科技创新券工作推进会议

召开

4 月 25 日上午，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暨科技创新券工

作推进（视频）会议在省科技大厦召开。省科技厅副厅长石

兆辉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财政厅、省教

育厅、省工信委等省

直有关部门同志，哈

尔滨市科技局、大兴

安岭科技局及子平

台、区县科技部门负责人，部分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

台加盟单位及在哈的科技园区、科技孵化器等有关负责同志

和有关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会议。其他各地市在分会场组织有

关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科技厅条财处李力处长主持。

会上，哈尔滨市、佳木斯市、绥化市庆安县、伊春市五

营区、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代表地市子平台、区县服务站及加盟单位

作典型发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负责同志作了关于

2016 年全省科技资源共享工作情况及 2017 年重点任务的工

作报告。去年以来，我省紧紧围绕“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要发展”这一目标，加快推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全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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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服务机构 46 家，累计达 828 家；新增大型仪器 1109 台

（套），累计达 4805 台（套），新增检测项目 3943 项，累计

达 3.63 万项，服务次数共计已达 6.47 万次，总服务金额达

3.29 亿元。今年启动的创新券专项工作，提出对企业购买科

技服务给予资金补贴，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创新创业成本。

石兆辉副厅长在讲话中指出，科技资源共享工作既是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共性需

求。我们要把科技资源共享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服务科技型企

业创新创业上，找准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共性需求，立足服务，

精准发力。他强调，一是要切实推进创新创业政策的贯彻落

实，主动深入到科技型企业和科研人员等创业主体当中，帮

助企业要用好用足政策。二是要切实推进科技资源集成与精

准服务，着力做强服务，做大存量，做活增量，重点针对行

动计划入库企业发展需求推送服务。三是要切实推进平台资

源与孵化器深度融合，着力将共享平台资源和服务嫁接到国

家级园区和孵化器上，畅通服务渠道、提升服务效率。四是

切实推进服务体系建设与开放合作，加强我省共享服务体系

建设，同时积极引入国家优质科技资源在我省落地，加快推

进同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科技资源共享合作。五是要按照

《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要求做好创新券工作，使

创新券真正发挥作用，促进企业创新、降低企业成本，推进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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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省共享平台有关负责同志还围绕平台功能、创新

券管理办法解读及使用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和培训。

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前往大庆市开展科技创新

券培训

为了进一步宣传我省科技创新券，加强面向科技型企业

精准服务，5 月 12 日上午，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带领政策调研部、科技 114 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往大

庆市开展科技资源共享与科技创新券相关内容的专题培训。

大庆市各区县科技管理部门、高新区、高校、科研院所、孵

化器众创空间、科技型企业代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培训。大

庆市科技局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上，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省

共享服务平台系统功能、《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

行）》解读、省科技创新券使用指南等内容开展培训，并针

对企业关心的科技资源共享及创新券申报、使用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面对面的解答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企业代表纷

纷表示，科技创新券的出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开展研究开发

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将有效降低企业创新创业成本，给

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自今年 3 月底省科技创新券发放以来，省共享平台已组

织了多次不同形式的专题宣传及培训活动，在科技型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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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目前在共享平台及各地市科技局的积

极组织下，全省已有 232 家企业成功申领创新券。下一步，

共享平台一方面将继续深入地市进行包括科技创新券在内

的各项创新创业政策的宣传培训和需求对接，同时重点针对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入库企业和创新券用户开展

个性化的精准服务，将政策落实到位。

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组织召开省科技创新券申

领使用培训会议

为进一步落实《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帮助我省企业更加规范和高效地使用

创新券，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 6 月 2 日在省科技大厦二

层视频会议室组织召开“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申领使用培训

会议（哈尔滨地区）”，对在哈已申领创新券的企业用户进行

使用工作的解读及动员，并针对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答疑

解惑。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及哈尔滨地区

已成功申领创新券的 130 余家企业参加会议。

  会上，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孙亮主任首先介绍了今

年我省科技创新券的申报及使用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推进

使用工作进行了布置动员。他指出，在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的指导支持下，自今年 3月底我省科技创新券启动发放以来，

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省内中小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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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278 家企业成功申领了科技创新券。

在接下来的使用过程中，广大企业一方面要切实围绕自身发

展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创新活动，购买科技服务，有针对性

地将资源配置到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在分享到政策红利

的同时真正助推自身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办法》要求规

范使用科技创新券，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创新

券的撬动作用，用对、用好、用足政策。同时省科技创新创

业共享服务平台将始终向广大企业敞开大门，并积极利用门

户网站、微信平台、科技 114 服务热线及线下服务团队等多

种渠道，主动精准服务企业需求，帮助广大科技型企业进入

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

  在之后的互动问答环节中，参会企业代表纷纷就创新券

的支持范围、使用流程、兑现标准等共性和个性问题与共享

服务中心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并征集服务需求 50 余份，现

场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将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怎样

用好科技创新券上，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

附加值，促进企业加快发展，在创造更大价值的同时为我省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组织召开科技创新券工作

推动会议

为进一步推进落实《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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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简称《办法》）实施工作，促进高校、企业间产

学研用的水平提升， 6月 7 日，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组

织召开“科技服务单位创新券工作推动会议”，哈工大、哈

工程、哈理工、黑大、哈商大、黑科大、哈师大，省科学院、

省农科院、市质检院等二十余家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

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省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中心孙亮主

任就《办法》具体内容、

出台意义以及创新券

系统开放以来所取得

成效方面进行介绍。他表示，平台建设以来各高校院所给予

了大力支持，希望各单位要继续向科研人员、专家们宣传平

台资源，通过他们打造一条龙江科技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在

接下来创新券工作的推动上互相配合，打通创新券使用过程

中的关键节点，并希望大家把创新券政策在所在单位推广应

用，积极支持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在问题讨论环节，中心负责同志与各服务单位负责人互

动交流，就应用创新券提升促进横向课题合作，服务科技成

果产业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参会单位表示将把接下来的工作

重点放在推动科技创新券宣传使用上，充分利用好这一利好

政策，提升高校、企业间产学研用的水平，加快促进我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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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源开放共享。

黑龙江省制造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会召开

为推进我省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省制造服务平台的建

设，6 月 9 日，省科技厅组织召开了黑龙江省制造服务平台

推进大会。厅高新处李阳处长、厅计划处侯明昊副处长、省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孙亮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13 地市科

技局相关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李阳处长强调，平台要以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

动计划和全省科技服务业产业链深入对接，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布局智能制造服务链，推动龙江制造服务产业化、规范

化、规模化。他同时对各与会单位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深

刻领会制造服务平台对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重要意

义。二是要广泛调动本行业、本领域大中型制造企业积极性，

推动制造服务资源富集。三是要依托省制造服务平台和工业

领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两个载体，整合互补性资源，加

速制造技术推广应用和材料、装备产业化进程。

  侯明昊副处长从响应国家及全省“大众创新、万众创新”

号召，着力搭建“互联网+制造服务”平台角度提出了聚资

源、健机制、速创新的要求，并指导平台要加快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

  孙亮主任简要介绍了制造服务平台建设的背景、意义及

进展情况，并部署了制造服务平台下一步工作，引导 13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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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子平台广泛参与制造服务资源富集工作，利用科技创新卷

政策实施契机深入推动精准服务工作。随后，孙亮主任围绕

创新券管理办法的解读及使用等内容进行了现场讲解，并针

对企业关心的科技资源共享及创新券申报、使用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制造服务平台推进会对于我省制造服务平台建设、

制造服务资源富集、创新券政策宣传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

导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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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 600 号科技大厦 13层

服务热线： 4008-970-114

平台网址：www.hljsti.cn     邮箱：hljkj114@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