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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关注新静安”一门式窗口进园区暨创新创业政策服务

工作年度总结会召开

12 月 29 日，市创业中心联合静安区科委、市北高新技术服务园区和聚能湾创

新创业中心举办了“关注新静安”科技创新政策一门式窗口服务进园区活动暨创

新创业政策服务工作总结交流会。“上海市科技创新政策一门式窗口”二十余家委

办局相关部门、政策服务机构和市创业中心相关业务部门参加了会议并为市北园

区企业提供了现场政策咨询服务。

首先，市创业中心朱正红主任主持了圆桌咨询会。静安区科委苏玉峰副主任

等致辞讲话，与会政府部门代表逐一解答了十余家市北园区企业的政策问题，这

种面对面解疑答惑的方式，不仅使得长年困扰企业家们的疑问得以逐一化解，也

让政府部门了解到了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今后不断改进和完

善提供了依据。

与此同时有序进行的还有政策培训及咨询活动。“一门式窗口”的政策专家、

市创业中心 8个业务部门以及 2家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分别就各自领域的

科技政策和服务内容向与会的 60 余家孵化器及企业代表进行了简短介绍；随后为

“有备而来”的企业代表们开启了现场咨询模式，这种将“一门式窗口”由北京

东路搬进园区的形式，切切实实地方便了园区企业。

在随后召开的 2016 年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工作总结交流会上，各委办局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高度肯定了创业中心“送服务进园区”的做法，并对明年如何更好地

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创业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创业中心能够在政策培训的

模式设计、政策解读的收集和发布、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反馈等诸多方面继续发挥

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在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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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好“上海

市科技创新政策服务一门式窗口”的协同和协作功能。（政策服务部）

[基地风采]

上海创新中心（伦敦）开业，开发英国科技“金矿”

伦敦当地时间 12月 8日，上海创新中心（伦敦）开业运营，该中心设在“欧

洲科技创新中心”大厦，将筛选、投资、并购来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在上海和伦敦之间架起一座技术转移、科技金融之桥，为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国际资源。开业当天，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英国国际贸易部、伦敦发展促进署、科控（Cocoon Networks）等主办的首届中英

科技节在欧洲科技创新中心举行，近 100个英国高新技术项目亮相，寻求与中国

企业的合作机会。

上海创新中心（伦敦）位于伦敦金融城的欧洲科技创新中心，这栋建筑的净

面积约为 1万平方米，位列欧洲城市科技创新中心机构之最。其运营机构为科控，

该机构是首家具有中资背景的中欧跨境孵化器、加速器，也是从事股权投资和技

术转移的平台。科控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宰承峰介绍，他的团队已在英国深耕三

年多，与当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

作关系，扮演着英国科技创新领域的中国“拓荒者”角色。

目前，欧洲科技创新中心的入驻率已达到约 70%，包含人工智能、大数据、新

材料、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还有不少候选企业等待入驻。这

个孵化器设有一间路演室，里面放着多台 iPad Pro，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创业团

队每周会在那里路演，通过视频直播传到中国的投资机构，让投资人选择所青睐

的创业项目。

据介绍，商业模式创新型企业在欧洲并不多，占主流的是“硬科技”创业项

目，大多有专利等知识产权，所以科控在筛选、投资项目时通常要进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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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前，该公司已与剑桥、牛津、帝国理工等英国知名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有望将它们的科技成果转移给中国企业，或推介给中国的资本市

场。

在市科委的支持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科控合作，将投资部分入驻欧

洲科技创新中心的企业，并把它们引进到上海，继而进入中国市场。国家技术转

移东部中心总裁谢吉华透露，他们还打算参与并购一批欧洲的高新技术企业，实

现跨境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的清洁技术转移子平台——宇墨企业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也在与科控合作，准备把英国的环保、新能源等技术成果转移到我国，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服务。

在伦敦设立上海创新中心后，国内资本有望与欧洲的科技成果高效对接。除

了英国，东部中心在美国波士顿建立了上海张江波士顿企业园，在新加坡、澳大

利亚等国设立了创新中心，一张以上海为枢纽的全球技术转移网络初步形成。东

部中心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组织活动，在杭州 G20 峰会举行期间，主办了 2016 全

球青年企业家峰会上海日活动；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理事会成员单位，

参加了秘鲁利马 APEC 峰会，谢吉华在会上与美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企业进

行深入交流，为明年全球技术转移网络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杨浦科技创业中心）

[中心动态]

创业中心举办创业课堂“初创型企业的股权设计及融资模式”讲座。12 月 14

日,创业课堂“初创型企业的股权设计及融资模式”讲座。本期创业课堂特邀来自

上海华坤建和股权投资基金创世合伙人、上海交大高金 EMBA、清华五道口总裁班

高小羊老师, 就初创企业的股权设计及融资模式进行了案例分析与精细解说，高

老师深入浅出的培训内容和潜移默化的表达方式使得60余名企业高管和创业者受

益匪浅。（企业发展部）

创业中心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12 月 22 日，为进一步提高园区职工消

防安全和责任意识，全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创业中心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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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消防支队举行了一次生动详实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和模拟演练。通过此

次培训，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防火自救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

掌握了消防应急措施的运用，达到了普及消防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的良好效

果。（物业保卫部）

创业中心举行 2016 年度创业首站工作 TOP10 榜单发布会。12 月 28 日，创业

中心举行了 2016 年度创业首站工作 TOP10 榜单发布会，颁布了创业首站工作年度

十佳海外合作伙伴、十佳国际化案例、十佳国际化活动三大榜单。三大榜单紧扣

创业首站的国际创新创业服务主题，特色亮点突出，激励效果显著，为构建国际

创新创业网络、推进创新创业国际化进程发挥了示范效应。（交流合作部）

创业中心承办科技小巨人工程验收评估专场培训会。12 月 29 日，在市科委创

新服务处的组织下，创业中心承办了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财务专项审计培训会。

培训会对本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基本情况做了介绍，并就专项审计需要的材料进行

了讲解，宣读了科委委派的会计事务所名单及各家企业所对应的会计事务所。（高

新技术领域项目管理部）

上海新增 8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 月 29 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

2016 年新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国科发火[2016]418 号），上海本次有 8家单

位上榜，且均为专业化孵化器，尤其是在专业方向的聚焦和垂直领域的开拓方面

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这也预示着本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越发明显。（交流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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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创业中心 2016 年度大事记

1 月 创业中心完成与上海技术交易所合并相关工作；

2月 创业中心被命名为“2015 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2月 4日 创业中心组织召开“2015 年工作总结会暨职工大会”；

3月 11 日 创业中心举行党建责任制和党风廉政责任制签约；

3月 17 日 创业中心组织召开“2016 年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站会议”；

4月 创业中心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4月 21 日 创业中心组织参加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5月 6日 创业中心获得“上海市科技系统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5月 30 日 创业中心召开第三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和经

济审查委员会；

6月 8日 “创业在上海”2016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正式开赛；

7月 1日 创业中心党委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

7月 15 日 创业中心组织召开首届妇女大会，选举产生首届妇女工作委员会；

7月 19 日 市科委秘书长林旭伟指导创业中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8月 15 日 创业中心荣获“2011-2015 年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8月 18 日 创业中心组织召开 2016 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

9月 24 日 创业中心主办浦江论坛之“创·未来”亚洲创新创业合作论坛暨 2016

“创业在上海”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

10 月 创业中心荣获“2016 年上海科技活动周先进集体”称号；

10 月 24 日 创业中心召开主任办公会通过并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心领导班子分工

的决定》；

10 月 25 日 市科技党委书记刘岩一行调研创业中心；

11 月 1 日 创业中心组织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11 月 8 日 创业中心举办“2016 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百佳年会”；

11 月 11 日 创业中心党政工团共同主办第十五届“创业杯”健身活动大赛；

11 月 15 日 创业中心与闵行区七宝镇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月 创业中心荣获“2016 年度上海市科技统计先进集体”称号；

12 月 21 日 创业中心开展“两个责任制”建设检查工作；

12 月 29 日 创业中心举办“关注新静安”一门式窗口进园区暨创新创业政策服务

工作年度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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