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科技工作概况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科技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力抓落实、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树亮点，成功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
市，全市综合创新能力水平大幅提升，为实现开创“精致城市·幸
福威海”建设新局面、争当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排头兵作出了
科技贡献、提供了创新支撑。
一、重大创新工程取得突破，创新格局更加协调
国家创新型城市成功获批。成功跻身全国创新城市百强行
列，形成以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统领，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国家创新型县（市区）为支撑的区域创新格局，为在更高起
点上深化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质、拓展城市层次、扩大城市影
响、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撑。组织
高层次专家组完成《威海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工作，
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全市创新工作任务和实施路径。
重大载体支撑能力稳步提升。加快山东半岛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高新区成功获批国家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国家双创基地
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彰，入选并实施国家“科技抗疫—先进技术
推广应用‘百园行动’”，在全国高新区、全省开发区综合评价
中稳居第一方阵。加快争创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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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成功举办威海海洋生物
与健康食品产业创新暨威海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产学研合作大
会等专项创新活动，签订合作协议 10 多项，区内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到 26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到 32 家，科技创新
平台达 74 家。遴选高水平机构编制《威海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向上推介，形成省、市、县三
级联合争创良好局面，推动海高园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绩效评价
中获优秀等次，国家农高区创建基础更加扎实。
重大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引进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创建威海先
进医用材料与高端医疗器械山东省实验室，在高区医疗器械产业
园启动临时办公，确定了实验室选址，建设方案报省政府并通过
专家论证，即将获批建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高温气冷堆
成功并网发电、“国和一号”加快建设，推动核能产业创新发展；
市政府与青岛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国家海洋
综合试验场建设进入新阶段。以郭永怀高等技术研究院（威海市
产业技术研究院）为龙头的“1+4+N”创新平台支撑体系成型起
势，体系成员达到 24 家，延伸设立创新机构 147 家，孵化和引
进企业 210 家，体系形成产值超过 100 亿元。引进设立黑马独角
兽加速中心，对首批 43 家“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进行成长加
速，开展“双走进”活动 400 多场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 146 项。
二、协同创新体系高效运转，开放优势更加明显
对外科技交流品牌更鲜明。成功举办第二届中日科技创新合
作大会，推动大会升级为省政府主办，高效集聚日本技术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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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交流中心等国内外资源，签订 10 个科技合作协议，成
立了中日（山东）科技创新合作联盟；中日创新大赛征集 66 个
项目，10 个项目获特等奖、4 个项目达成落地意向。成功举办第
四届中韩创新大赛，以“科技合作云对接”模式举办线上对接活
动 63 场次，吸引两国 655 家企业(团队)参赛，60 个优秀项目晋
级总决赛，42 个项目签约实施，中韩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园
揭牌成立。成功举办第十八届中欧膜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大会，推
广 10 多项优质成果，达成合作 5 项，有效推动膜产业加速发展，
中欧水处理及膜技术创新产业园入驻率达 72.73%，实现年产值
近亿元。
国内高端资源集聚更高效。成功举办第十六届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高层论坛、名校直通车、威海企业技术需求专题对接活动等
线上线下对接活动 10 多次，积极融入胶东经济圈，达成合作 24
项，市政府与中科院沈阳分院续签“中国科学院—威高研究发展
计划”第三期协议、与省科学院续签“威海市人民政府—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产学研协同创新基金”第二期协议。聚
焦企业个性技术需求，精准组织“火花”行动 80 多场次，对接
发布成果 2000 多项，服务企业 400 多家，已解决问题 120 多个，
促成产学研合作签约项目 100 多个，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30 亿
元，获山东省技术市场协会科技金桥奖 6 项，居全省前列。
协同创新平台体系更完善。与北京大学共建北京大学威海海
洋研究院揭牌成立并投入运行，筹建海洋生物分子育种等 3 个实
验室，推动两个学科在威海创建本科实习基地，组织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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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次。与航天科工集团 25 所共建威海激光通信先进技术研究
院揭牌并投入运行，威海激光与光子信息技术研究院成立 3 个产
业化公司。山东船舶技术研究院在研项目 19 项、产业化项目 2
项，授权专利 5 项，1 个项目获省重大创新工程计划立项。山东
省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共同体吸纳行业骨干企业 90 多家，已
引进院士等高端人才团队 4 个，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71
项，10 多种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引进落地产业化项目 35 个，年
新增产值超 10 亿元。新获批省级创新平台 19 家，布局市级创新
平台 76 家、备案市创新联合体 5 家，全市创新平台总数发展到
1101 家，其中国家级 27 家、省级 359 家。
三、产业创新能力稳步增强，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加快突破。围绕技术、产品、平台、模式
等一体化创新，投资 20 亿元实施 139 项市级重点科技创新项目，
累计形成新产品 193 个、技术成果 776 项，实现效益 12.6 亿元。
涌现出国内首个通过民航标准检验的航空子午胎、随机切换系统
的稳定性与滑膜控制、国产碳纤维复合拉挤集成技术开发及能源
领域工程应用、特色化学药物原料与制剂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与生产体系构建等一大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产生，30
项成果获评威海市“十三五”重大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3 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获省科技奖 7 项，均位居全省
前列。
探索实施“揭榜挂帅”模式成效显著。直击产业发展痛点，
首次采用“揭榜制”方式，在鱿鱼加工领域解决 2 项关键共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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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成 2 套设备，生产效率提高 3 倍、节约人工 60%，召开全
市鱿鱼加工科研成果展示交易会，30 多家企业订购使用。围绕
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引进 12 家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建设市级
海产品智能化养殖与加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和市级钓具装备技
术创新中心等 4 个平台，覆盖行业企业 100 多家。举办首届海洋
领域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科研成果展示交易会，展出 58（台）
套技术装备，在海产品加工及钓具行业开展“机器换人工程”，
研发 15 套设备，实现 10 个场景应用，为 20 家企业节约人工约
3200 多人，年节约成本 3.2 亿元。
创新支撑力量持续壮大。认定新兴产业“金种子”企业 62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870 家，同比增长 65%，18 家高新技
术企业上榜山东省科技领军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000
家。争取承办了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创新竞技行动计划现
场晋级赛事，组织 110 家企业（团队）参赛，24 家获优胜，8 家
晋级全国赛，为 75 家企业争取省级支持资金 1420 多万元，居全
省首位。医疗器械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获批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实现我市“零”的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67.13%，居全省第 1 位；高新技术产业固
定资产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60.4%，居全省第 3 位。
科技赋能社会事业发展保障有效。布局提升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推进骨科与运动康复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在内分泌
等领域布局 9 个省级分中心，认定 3 家市级中心，总数达到 8 家。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依托优势科研机构、企业开展环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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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用，在高盐度废水处理等领域布局建设 6 个创新平台，实
现 12 个技术应用。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加快建设山东省海
洋负排放院士工作站等 4 个创新平台，开展海草床人工修复增汇
等 3 个项目研发，建立起“碳中和”科技服务机制。
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效果明显。强化科技特派员队伍建
设，全市科技特派员发展到 400 多人，实现 180 个重点村服务全
覆盖，开展服务 1850 次，在苹果、常绿树种、刺参等领域组建
3 个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强化涉农创新载体建设，4 家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30 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发展到 76 家。优化调整“星创天地”“农科驿站”，
开展培训 90 多次、技术指导 400 多次、受益农户超 1000 户；在
海产、果业领域布局 5 个市级技术创新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威
海分行、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公司威海中心等金融机构签订农业
科技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获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计
划立项 1 项，推动 2 个项目获批省重点研发计划，占全省总数的
20%，争取省级以上涉农科研资金 1390 万元。
四、创新服务水平快速提升，创新生态更加活跃
创新要素聚合更加活跃。持续探索科技金融深度合作途径，
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年为 143 家企业发
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200 笔、9 亿元，贷款额同比翻番。组织召
开科技金融对接会 2 次，现场签约 1750 万元。构建“科技-孵化
-服务”模式，推动建设 6 家“创业者港湾”联盟店，为在孵企
业授信 4.89 亿元。4 家专业化孵化器入选山东省 30 家品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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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孵化器，总数居全省第 2 位，新增 1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推荐华田智能装备孵化器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高新技
术企业兑现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 33.71 亿元、减免所得税 9.38
亿元，同比增长 32.46%。
高层次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力引育高层次人才团队，储备
省级以上重点人才 112 人，
申报人才项目 62 项，
同比增长 18.2%，
2 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获批人才项目 19 项、支持资金 5227 万元。
扩大校地合作人才支持范围，培养校地合作人才 18 人，总数达
到 90 名，承担省级以上创新项目 113 项，获知识产权 267 项，
研发突破共性技术 68 项，实现销售收入 8.95 亿元。建成全省首
家外国专家驿站，整合公共服务事项 24 项，开展专题活动 17 场
次，集聚 506 名外国专家、183 个海外创新项目，在威创新创业
外国专家达到 1668 人，居全省第 3 位。进站外国专家实施科技
项目 41 项，获知识产权 117 项，实现经济效益 4.62 亿元。
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更加优化。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入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严格规范执法，依法行政水平稳步提高。出
台实施《关于推进科技交流合作活动成果加速落地转化的若干措
施》等 3 个政策文件，在“揭榜挂帅”领域探索发布工作指引，
创新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深入推动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改革，积极
承接省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工作；推动人才评价改革，打破人
才地域、人事关系限制，将新型研发机构纳入校地合作人才计划
支持范围。实施科研领域分级分类监管，核实信用信息 100 多批
次，核定 A 级以上单位 41 家，探索为义务参加科学普及工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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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信用加分奖励。实现市级科技创新依申请事项“全程网
办”，创新创业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科技服务业行业发展稳步推进。实施“红舵引航工程”，以
党建引领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起“一擎三轴多轮”党建工作体
系，覆盖 94 家科技服务机构、近 2000 名从业人员，与 50 多个
服务机构基层党组织、200 多名党员建立了联络推进机制。开展
“三进三访”等活动 30 多次，组建“科技服务讲师团”，开展
服务 50 多场次、4000 多人次，全市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 180
多亿元，同比增长 30%。深化科技云平台建设，入驻企事业单位
1300 多家，对接订单 800 多笔，共享科技文献服务数据资源 3
亿篇（项），入网共享科研仪器 1600 多台（套），累计服务 8300
多单、6000 多万元。
（数据截至 2021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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