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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苏科区发〔2021〕157号 

 

关于举办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 

的预备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高校院所，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定于11月3至5日举办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预备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 

二、活动主题 

推动成果转移转化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三、时间地点 

时间：11 月 3 至 5 日。其中：集中会议、对接洽谈、展览

展示及专题活动 1 天；专家江苏行及系列地方园区分会共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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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主会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专家江苏行及系列地方

园区分会在江苏各地及各相关园区举行。 

四、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主办单位：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 

协办单位：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

有关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高新区 

五、活动安排 

主要包括集中会议、对接洽谈、展览展示、专题活动、专家

江苏行及系列地方园区分会等。 

六、支持政策 

大会筹备期间及召开期间，国内高校院所与江苏省内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的合作项目（须经大会组委会备案），且 2021 年 12 月底

前合作企业实际投入高校院所 30 万元以上合作经费的（以签订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为准），省科技计

划给予优先支持，省“产学研合作项目”指导性计划给予立项支持。 

七、有关要求 

1. 加强筹备工作组织领导。请各单位按照大会部署，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协助做好大会有关筹备工作。 

2. 积极做好前期对接工作。请各单位按照大会安排，积极

做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前期对接工作，并根据前期对接情况确定

邀请到大会现场洽谈人员，力争达成一批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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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好系列活动等筹备工作。请各有关单位按照大会要求，

研究制定专题活动、专家江苏行、系列地方园区分会方案，积极

推进组织实施，邀请专家团队到地方、园区、企业对接洽谈。 

4. 认真做好参展参会工作。请各单位按照大会要求，积极

参加大会筹备推介活动，积极邀请省内外高校院所、专家团队、

要客嘉宾等参展参会，积极邀请省内园区、企业、机构等参展参会。 

5. 做好新冠疫情常态防控。请各单位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在大会筹备及召开期间，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八、其它事项 

1. 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在“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智能

服务平台/技联在线网站”（网址：https://jlzx.jspc.org.cn/）上设有

专区，可查询下载大会筹备方案及相关表格资料，发布最新科技

成果和技术需求，进行线上对接洽谈和网上报名等。 

2. 为做好大会筹备工作，根据需要视情召开动员会、协调会、

推进会等，具体由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组委会另行发文通知。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系人： 

熊素兰  电话：025-85485893，13914715007 

陈  量  电话：025-85485896，13951933902 

邮箱：jscxyb@126.com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联系人： 

李瑞玲  电话：025-58551027，15895398920 

邮箱：lirl@jitri.org 

mailto:jscxy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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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技术厅联系人： 

何  峰  电话：025-83606512 

邮箱：hef_kj@js.gov.cn 

 

附件：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总体方案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 0 2 1年 7月 2 6日 

（此件主动公开）

mailto:jscxy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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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总体方案 

 

一、活动名称 

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 

二、活动主题 

推动成果转移转化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三、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21 年 11 月 3 至 5 日，时间 3 天。其中：集中

会议、对接洽谈、展览展示及专题活动 1 天；专家江苏行及系列

地方园区分会 2 天。 

活动地点：主会场设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专家江苏行及系

列地方园区分会在江苏各地及各相关园区举行。 

四、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主办单位：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 

协办单位：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

有关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高新区 

五、基本思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省委

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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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有关创新创业的要求，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设自主可控现

代产业体系、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高新区建设，

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

体作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江苏企业集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为助力江苏科技强省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

供坚实支撑。 

六、主要目标 

按照“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要求，全力以赴

推进高质量创新型省份建设，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自主创新、

园区集约发展等重大需求，推动中科院、北大、清华等国内高校

院所来江苏开展产学研合作，携手共建骨干创新载体，转移转化

重大科技成果，联合攻克前沿关键技术，共同培育高层次创新团

队，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 

大会以各类创新主体的对接洽谈为主，通过主题报告、项目

路演、专题活动、考察走访等多种形式，吸引高校院所 80 家以

上，征集发布技术成果 1000 项以上、创新需求 1500 项以上，参

会专家约 300 人，洽谈企业 800 家以上，组织各类科技型企业，

特别是高新区内企业开展线上线下对接。 

七、办会模式 

本次大会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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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充

分发挥社会机构服务力量，提高产学研对接实效，首次由江苏省

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主办。大会以推进各

类创新主体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对接为主线，以一个主会场、

三场专题活动、N 个地方园区分会场的“1+3+N”为组织架构，

线上线下相结合，全面调动各类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向高新区、

产业园区集聚，探索全省上下联动、区域互动、以点带面推进技

术成果落地转化的新模式。 

八、主要活动 

（一）筹备推介（6 月—9 月） 

组织协办单位、重点高校院所等召开启动协调会，全面启动

大会筹备工作，介绍大会方案及有关任务分工。面向国内高校院

所发送邀请函，并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举办专题推介

会，介绍我省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需求等情况。

分头邀请拥有丰富科技成果和较高专业水平、与我省有合作意愿

的高校院所领导、知名专家携技术、成果、团队参会。 

（二）前期对接（7 月—10 月） 

1. 线上平台对接 

由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设立大会线上专区，征集高校院所

高端人才团队、最新科技成果、在研重大项目、前沿高端技术以

及我省企业创新需求，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推送、信息撮合、

定向发布等，有针对性地组织省内高新区、企业和技术转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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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高校院所进行网上对接、洽谈等。 

2. 线下服务落地 

由各地科技等部门摸查辖区内企业需求，结合网上对接情

况，组织企业与高校院所、专家团队等进行互动和深度洽谈，组

织技术经理人和技术经纪人开展推介撮合服务，推动达成一批合

作意向和签约项目。 

（三）大会及现场洽谈（第 1 天） 

1. 集中会议 

拟于 11 月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A 厅举

行。主要内容包括领导致辞、院士专家主旨演讲、重大项目签约、

启动仪式等。参加对象有高校院所领导及专家代表，地方科技部

门和高新区代表，科技企业、创投机构、技术转移机构代表，新

闻媒体代表等。 

2. 对接洽谈 

根据前期对接及现场预约报名情况，组织参加活动的高校院

所专家团队与企业、高新区，就技术、人才、成果等开展“一对

一”对接洽谈。聚焦“一区一战略产业”创新需求，以国家高新

区为主体，设置高新区产业技术需求对接专区。同时，在大会线

上专区同步开展线上路演及对接洽谈。 

3. 展览展示 

为烘托现场气氛，提升对接实效，在集中会议会场周围展示

我省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科技创新和人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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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等支持政策，以及产业创新发展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需求等；

在现场对接洽谈会场周围展示高校院所、专家团队以及前瞻性、

颠覆性技术成果。 

（四）专题活动（第 1 天） 

聚焦碳达峰碳中和、加速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营造创新创业

生态等科技创新热点主题，拟分别组织举办 XPRIZE 碳中和技术

中国预热赛（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与企业融资路演活

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省技术转移联盟）、苏南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对接活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专题活动。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作高水平的专题报告，高校院所和企业、金融机构发布

重大技术成果和投融资需求，并开展现场对接洽谈。 

（五）专家江苏行及系列地方园区分会（第 2-3 天） 

1. 专家江苏行 

在大会现场对接洽谈的基础上，由地方和企业邀请专家下基

层，到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有关高新区），进企业现场进行考

察指导，推动实现前沿技术、先进成果供给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2. 系列地方园区分会 

重点组织省级以上高新区、产业园区，根据一区一战略产业

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需求，以推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对接为统

一主线，以“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为统一名称，于大

会期间在全省范围内举办 20 余场技术转移专题对接活动，集成

联动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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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疫情防控及预案 

大会严格按照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有关要求，

做好前期健康排查、会议期间身份识别和查码测温、健康宣教以

及备齐防疫物资、场所消毒、环境卫生、就餐住宿管理等防控措

施。所有参加活动人员必须按要求测温和查验苏康码，确保体温

正常、“苏康码”绿色；有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的人员

以及 28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境外旅居史人员不得参加活

动。如遇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出现反弹等状况，视情取消大会线下

活动、改为线上举办。 

十、活动保障 

省科技厅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总体指导，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负责大会筹备举办工作的牵头组织实

施，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各设区市科技局、省级以上高新区等按

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具体推进。 

十一、支持政策 

大会筹备期间及召开期间，国内高校院所与江苏省内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的合作项目（须经大会组委会备案），且 2021 年 12 月底

前合作企业实际投入高校院所 30 万元以上合作经费的（以签订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为准），省科技计

划给予优先支持，省“产学研合作项目”指导性计划给予立项支持。 

 

 



 

— 11 —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7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