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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兰州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惠政策解读
为促进科技成果在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
“兰州自创区”
）转移转化，提高技术源头供给能力，提
升产业发展层次，依据《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结合兰州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际，兰州高新区
制定了《兰州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方案》。

树立“四棒接力”思维
力推科技成果转化
《方案》提出的建设目标是，
设立兰州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引
导基金，树立“四棒接力”的科技
成果转化思维，
着力打通
“基础理
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中试
放大及功能验证——工业化生
产”
四个接力环节，
重点解决第三
棒缺位或接力不足的问题，全力
推动一批短中期见效、带动力强
的重大科技成果在兰州自创区落
地转化。到 2022 年，培育市级以
上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10 个，省级
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40 家，培
养各层次技术转移转化专业人才
至少 100 名，转化重大科技成果
100 项以上，建成省级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
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综合转化平台
科技成果征集。开发“兰州
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服务系
统”，建设各类数据库，积极向高
校、
科研院所、
企业等征集科技成
果，逐步将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
科技资源纳入系统。
科技成果筛选。建设兰州自
创区科技创新专家智库，建立科
技成果筛选机制，
引导企业、
金融
机构、创业者等在区内进行投资
转化。
科技成果交易。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交流对接活动，建立科
技成果专业化、市场化定价机制
与平台，指导科技成果所有方以
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协议出
让、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技术成
果交易。
科技成果落地。引导投资转
化方进入兰州自创区孵化器；对
完成中试熟化阶段的项目，引导
其进入企业加速器或直接落地产
业园，培育和扶持科技成果在区
内就地转化。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建设小试平台。构建开放共
享的小试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
转化方提供数据积累、
工艺优化、
二次研发等服务，提出适合中试
生产和投放市场的产品路线。
建设中试基地。围绕生命健
康、新材料、智能制造、节能环保
等重点产业领域，建设一批专业
中试基地，
开展样品生产、
技术鉴
定、批量试制、工艺熟化等服务。
对区内的中试基地予以验收、认
定、
挂牌，
对中试机构的建设运行
予以扶持。
建设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平
台。面向生命健康、
智能制造、
新
材料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直接
引进或联合企业、
高校、
院所组建
功能测试评价认证中心，兰州自
创区对认证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给
予资金支持。
培育成果转化示范企业。围
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材料、
节能环保、大数据应用等重点产
业领域，
支持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
所联合转化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
择优培育一批兰州自创区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企业，建立完善企业
转化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每年

评选认定一批，
实行动态管理。
在构建多元投资转化体系
上，吸引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私
募基金、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加
入兰州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投资
行列。对甄别筛选出来的科技成
果，
政府进行 A 轮投资，
吸引社会
资本进行 B、C 轮投资，加快企业
创办和项目落地速度，帮助企业
快速成长。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给予
最高 5000 万元资金支持
《方案》提出，在兰州自创区
内建设专业中试基地和第三方检
验检测认证平台的，
建成运行后，
经评审认定，按照建设总投资的
3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后补
助；在区内建设重大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认证平台的，按照建设总
投资的 50%，经评审，给予最高
5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根据中试和检验检测服务成
果，
按照年度考核结果，
对中试基
地和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连
续三年给予 50-100 万元的机构
运行经费补贴。
兰州自创区认定挂牌为专业
中试基地的，给予 5 万元奖励；第
三方检验检测机构通过CNAS认
可、国家级 CMA 资质认定的，分
别给予 100 万元、
50 万元的奖励；
认定为兰州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
示范企业的，
给予 15 万元奖励。
支持企业引进转化技术成
果。企业引进购买国内外先进适
用技术在区内实施转化，完成中
试，
正式投产的，
按照产品中试费
用的 15%，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
研发后补助。
对发展前景好、经济附加值
高的重大成果转化项目，按照项
目投资总额的 30%，给予区内企
业最高 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加强新产品应用示范，促进
重大装备首台（套）、新材料首批
次、
软件首版次市场化应用，
按照
采购金额的 20%，给予应用企业
最高 500 万元一次性补贴。
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到 2022 年，建成兰州自创区
主导产业领域的技术研究院及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
设立符合兰州自
创区产业发展、
企业需求的科技创
新工作站、
企业科技研发中心；
设
立兰州自创区和开放实验室。
建设产业研究院。与中科院
兰州分院、
兰州大学、
兰州理工大
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等高校院所，
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材
料、
节能环保、
大数据应用等领域
建立产业研究院。
兰州自创区引导、参与研究
院建设，以货币、楼宇、土地投资
入股、运行经费补贴等方式给予
研究院配套支持，
并在建设用地、
项目与人才引进等方面为研究院
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
建设科技创新工作站。高层
次人才、技术团队、研发机构、企
事业单位等，围绕兰州自创区总
体功能定位、
经济发展方向、
产业
发展战略，为区内企业提供产品
定位、技术培训、研发外包、技术

创新路线咨询等服务的，
经认定， 用银行贷款在区内新建的孵化
新兴产业骨干企业的，奖励所在
挂牌设立为兰州自创区科技创新
器，一次性给予孵化器建设项目
孵化器 2 万元。在孵企业当年总
工作站。科技创新工作站每年与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0%的贴
计获得专利 30 项以上，给予所在
兰州自创区签订提供服务的合作
息 ，补 贴 总 额 最 高 可 达 300 万
孵化器 5 万元奖励。在孵企业获
协议，
并进行目标考核。
元。孵化器建成后，用于企业孵
得国家级比赛三等奖以上的，给
建设开放实验室。全省范围
化的面积必须达到孵化器实际使
予所在孵化器 2 万元奖励，给予
内符合条件的省级以上各类实验
用面积的 70%以上。
参赛企业 10 万元项目奖励。
室、
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技术）研
孵化器发展奖励。对当年新
解决融资难题 为创新添“翼”
究中心等，可认定为兰州自创区
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众创空间的，
在当下“无科技不金融”
的共
开放实验室。鼓励开放实验室在
分别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
20 万元
识下，
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在经济
完成正常科研任务的前提下，
利用
奖励。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
发展和企业实现自身转型中的重
现有科研队伍、
仪器设备、环境条
孵化器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100
要作用更是日益凸显，
金融科技已
件等资源与自创区内企业、研发
万元、50 万元奖励。年度考核评
经在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格局。
中心、
创业团队等进行资源共享。 价为优秀（A 类）的国家级、省级
加强企业增信 降低融资门槛
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
孵化器，分别给予 30 万元、15 万
在兰州高新区雁滩园区、榆
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突破重点
元的奖励。
中园区，
规划建设
“金融街”
，
打造
领域关键技术为导向，开展基础
创新创业服务奖励。对组织
兰州自创区科技金融集聚区,建立
研究、
应用研究、
产业化项目开发
开展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
完善的投资引导体系。引导和鼓励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创业大讲堂、
创业训练营、
创客分
资本和各类机构在内集聚发展，着
为推进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享会等活动并经备案的孵化器， 力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兰州自创区投资引导基金采取以
按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给予 50%
设立兰州自创区投资引导基
注册资本金投入的方式给予符合
的补贴，单次活动补贴不超过 3
金。政府财政出资，引入社会资
兰州自创区产业发展方向的新设
万元，每个孵化器年度补贴金额
本参与，设立兰州自创区投资引
立产业研究院 1000 万元基金参
最高可达 15 万元。对聘任国家
导基金。对重大研发项目产业
股。根据产业研究院研发的科技
级创业导师 5 人以上或省级创业
化、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技术
项目，连续 3 年给予 100-300 万
导师 10 人以上，且每个导师每年
服务平台建设和科技型企业培育
元运营经费补助。产业研究院产
开展活动不少于 3 次的，经核实
予以支持。
生成果交易并在区内落地转化
确认，一次性给予该孵化器 10 万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设立
的，按照交易额的 10%给予研究
元的补贴。
5000 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池。
院奖励。凡认定为兰州自创区科
鼓励孵化器建立孵化基金,
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对
技创新工作站，每年给予 10 万元
开展持股孵化。孵化器内有下列
担保机构为区内科技型企业独立
运营经费补助。
情形的孵化企业，
孵化器可以入股
担保和联合担保的担保费给予补
科技创新工作站承接区内企
支持企业发展，
增资比例按企业实
助，对担保机构发生代偿损失给
业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服务项目
缴注册资本金核算，
增资比例不超
予部分补偿。
的，按照实际支付成果交易额的
过 10%（拟占股的标的企业注册
创业兴业扶持政策实现全覆盖
10%给予创新工作站资金奖励， 资本金原则上不超过 500 万元，
银行贷款扶持政策。在兰州
最高可达 100 万元。
超过 500 万元按 500 万元计算）。 自创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知
与兰州自创区签订协议的开
(1)全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
识产权质押、
信用贷款、
股权质押
放实验室，根据为区内企业开展
目；(2)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软
等新型金融产品进行融资，给予
研发产生的服务费用，按照总额
件企业的；(3)销售收入达到孵化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0%的贴息支
10%给予实验室团队奖励，最高
毕业企业标准的；(4)获得省级以
持，每家企业年度补贴支持最高
可达 50 万元。
上科技进步奖。
可达 50 万元。区内科技型中小
在区内设立的产业技术创新
社会机构投资者对孵化项目
企业通过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获得
联盟及示范基地，新认定为国家
进行股权投资的，孵化器基金可
银行贷款，
经认定，
按其实际缴纳
级的奖励 50 万元，
省级的奖励 10
以按其实际投资额不超过 10%的
担保费用的 80%给予补贴支持，
万元。经自创区认定的产业技术
比例跟投被投资企业，投资金额
单笔补贴不超过 10 万元，支持年
创新联盟的牵头单位给予 50 万
不超过 50 万元。
限不超过 2 年。同时融资担保机
元奖励。
入孵企业培育奖励。对于入
构对科技型企业担保，发生代偿
强化在孵企业服务
驻众创空间、
孵化器、
加速器的科
损失的，
经认定，
兰州自创区风险
营造浓厚创业氛围
技企业，按照以下标准给予优惠
补偿资金池对单笔贷款担保额的
建成一批专业化众创空间、 或补贴：对入驻孵化器的科技型
10%给予补贴，单家担保机构补
孵化器、加速器等创业孵化载体， 中小企业提供最高 200 平方米
贴总额累计最高可达 100 万元。
到2022年，
孵化器和创业基地面积 （生命健康类和智能制造类在孵
资本市场融资扶持政策。首
达到 200 万平方米。通过政策引
企业给予最高 500 平方米）的创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区内企业，给
导，
强化在孵企业服务，
营造创业氛
业场地，按基准房租给予第一年
予最高可达 200 万元的奖励。在
围，
累计孵化企业2000家以上。
100%、第二年 60%、第三年 30% “新三板”
成功挂牌的给予最高可
持续完善创业孵化链条。建
的房租补贴。年销售收入过
达 50 万元的奖励。通过配股、增
设专业化众创空间。瞄准孵化链
1000 万元的科技型企业入驻加
发方式再融资的，给予融资企业
条前端，
针对兰州自创区重点发展
速器的，给予办公研发及生产用
一次性 100 万元奖励。
的生命健康、
智能制造、
新材料、
节
房的房租补贴，补贴面积不超过
债券融资及融资租赁的扶持
能环保及大数据应用等主导产业， 1000 平方米，按照实际房租费用
政策。区内科技型企业发行债券
推动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
的 50%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不超
进行直接融资的，按照票面利息
所、
高校多方协同建设多元化、
专
过 3 年。对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 20%给予补贴。单家企业年度
业化众创空间和创业苗圃等。
获得的银行贷款，给予同期贷款
直接融资的利息补贴最高可达100
孵化器提质扩容。依托科技
基准利率 50%的贴息补贴，补贴
万元。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科技
孵化大厦、
创新园、
总部经济示范
期限不超过 2 年，补贴累计不超
研发设备、
器材的，
给予租赁费20%
的补贴，
最高可达 100 万元。
园等载体，
发挥聚集效应，
打造以
过 10 万元。科技服务机构入驻
科技研发、
企业孵化、
总部经济为
孵化器的，给予不超过 100 平方
金融机构及各类基金对股权
投资的扶持政策。对区内获得股
特色的
“创新大街”
。开展东部科
米的房租补贴，按基准房租给予
权投资的种子期项目或初创期企
技城
“创新工场”
等载体服务提升
第一年 100%、第二年 60%、第三
工作，加快七里河园区双创载体
年 30%的房租补贴。
业，按照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
10%给予补贴，单笔补贴最高可
“转型提升”
。
孵化成果奖励。在孵企业被
达 30 万元，单家投资机构每年补
科技孵化补助最高可达 300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
贴总额可达 100 万元。
（高创班）
万元。孵化器建设奖励。对于利
计划软件基地骨干企业、战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