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
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西湖时代”
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迅速成为杭州
的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人
才新热土——创新创业、做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的光
临，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江干江干

江干科技局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绿谷·杭州是“十三五”期间江干区政
府重点打造的大型产业综合体，由钱塘智
慧城管委会下设的杭州九鑫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面积约30万方，打造为杭州首个Office Park代表
作品，规划有8幢写字楼、1幢酒店和部分下沉式广场商业。

作为由政府主导的钱塘智慧城重点产业承接平台，绿谷·杭
州以“谷”为概念核心，打造东部最具代表性的研发创意中心和
科技总部基地。来自区域、交通、政府资源等9大能量源，为企业
发展构建起立体的能量矩阵。

绿谷绿谷··杭州杭州

“钱塘之星”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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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之星”创新创业
大赛火热进行中，复赛入
围名单或最新大赛资讯，
参赛者可登陆大赛官网
（www.qiantangstar.com）
以及关注“钱塘之星”微信
公众号了解。

——政府主导，30 万方创智企业能量场

园区理念：创新 创业 创投
园区荣誉：“首届全球创客大会”上荣获成果展创新

模式奖、浙江省青年创业协会副会长单位、首届全球创客
大会创客100人、2015年度浙江互联网十大新锐人物。

产业定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高尖端装备、先
进装备制造为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型产业园区。

园区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其中：
一期总建筑面积约70000平方米；二、三期建筑面积约
700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00亩。计划引进和培
育350家以上科技型企业。

园区位置：位于杭州萧山闻堰街道时代大道4887
号，东邻湘湖三期，西依时代大道三江交汇处，南靠亚
太路，与东方文化园隔路相望，北承杭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滨江区)。从湘湖科创园出发赴杭州市区、萧
山市区均在半小时车程，南面距杭州绕城高速义桥出
口处仅2Km，出行方便、便捷。

优惠政策：实行租金两免两减半优惠；创新奖励，
纳税奖励，研发补助等萧山区科技优惠政策均可享受。

联系方式：沈 雁 15957519900 0571-83828002
王文标 13967162188 0571-82381688

潮涌钱江创新创业首选之地

萧山萧山
为打造科技创新创业新平台，萧山全力实施科创

园建设253计划。设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项扶持资
金，提供房租减免、纳税奖励、研发补助、投融资服务等
各项优惠政策。我们热诚欢迎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萧山区科技局 0571-82898519

湘湖科创园湘湖科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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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金改

六部门联手出重拳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本报讯 曾经席卷全球的冰桶挑战，让“渐冻
人”这一罕见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9月23日，
由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树兰医疗联合主办的
2016年第五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该论坛是目前国内罕见病领域最大规模的综合性
论坛，旨在增进社会各界对罕见病问题的关注和认
识，从诊治技术、孤儿药、政策等不同层面推动中国
罕见病事业的发展。

全球有近7000种罕见病，80%是由基因缺陷所
致，每个人都有患罕见病的风险。罕见病发展中心
主任黄如方介绍，中国已有超过1600万的罕见病患
者，能够得到明确诊断的患者不到 40%。中国患者
平均确诊需要5年，平均诊断成本大于5万元，如何
让患者“更快、更低成本”得到明确诊断，这是切实
关系到患者权益的问题。

为期两天的会议重点围绕“基因检测行业规范
及临床应用”、“罕见病医保实践及谈判机制”、“基因
检测最终是否能代替临床诊断”、“中国罕见病诊治新
进展”、“孤儿药研发及市场准入”、“罕见病利益方的
合作”、“患者组织的作用”多个议题展开相关讨论。

会上，罕见病发展中心发布了《中国罕见病参考
名录》，列出了苯丙酮症、肝豆状核变性、杜氏肌营养
不良症等147种疾病，为国家及各省市相关部门制定
罕见病政策提供参考，为各方在罕见病的科研、诊治、
药物研发及市场准入、医疗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
提供优先参考。

开幕式上，树兰医疗举行了树兰罕见病中心的
揭牌仪式。树兰医疗CEO郑杰表示：“我们希望搭
建一个平台，汇聚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把开放的
数据平台、科研平台，以及临床和科研共同结合起
来面对罕见病群体，对这一领域的发展作出一些贡
献。”据介绍，树兰罕见病中心由郑树森院士领衔，
将组织浙江全省罕见病会诊、讨论疑难病例和公益
活动，来帮助罕见病患者群体。

据悉，前四届罕见病高峰论坛都在北京举办，
今年是该活动发起后首次移师南方。选择杭州，一
个主要原因是，从今年1月1日起，浙江省在全国率
先将戈谢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渐冻病）和苯丙酮
尿症三种疾病纳入罕见病医疗保障范围。

本报记者 张巧琴 通讯员 邹芸 谢晨

中国罕见病
参考名录发布

郑树森院士领衔开展研究

本报讯 当前，浙江创新创业发展形势处于怎样
的阶段？杭州为何被创投圈封为“创业天堂”？昨天，
创头条、科技金融时报、蜂巢孵化器在杭联合发布浙
江省双创地图，该地图电子版也同时正式上线。

该地图收录了浙江省数百家众创空间及联合办
公、创业公司、投资机构、创业服务机构等信息及分布
情况，全面呈现了浙江省双创发展概貌。

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众创空间达到200多个。
其中，杭州市有100多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孵化器
管理体系的35家，省级备案42家，市级认定的75家，
累计入驻团队（项目）达1430个；宁波市有众创空间
52家。两个城市众创空间占比超过了70%以上，与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当，并已形成了以杭州、宁波为
双引擎的完善创业生态。

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无论是众创空间、创业公司
和投资机构都较为密集，比如投资机构就达到了45
家。而从众创空间分布看，西湖、滨江、余杭等区相对
集中，几个区合计占比超过了全市总数的60%。

记者了解到，双创地图致力于帮助创业企业进行多
维度展示，连接身边的创业者，并基于此提供LBS双创
服务呈现、查询、连接、互动等拓展性服务功能的产品。

浙江省双创地图上线后，包括北上杭深广等创业
热门城市在内，双创地图覆盖的城市达到了百余个。
用户可通过在线地图（网址：http://www.ctoutiao.
com/cmap.php?id=383）进行查询，了解和获取相关的
信息和服务。创客们还可以通过“我要上地图”等活
动，实现快速入驻。 本报记者 王菁

本报和创头条、蜂巢孵化器联合编制

首张浙江省双创地图昨发布

本报讯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
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论坛以“双轮驱
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为主题。英国和浙江省
受邀担任本届论坛的主宾国和主宾省。从9月23日到
26日，论坛围绕企业、产业、创业者、区域、政策、科技金
融、文化、未来科学和“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等方面，邀
请来自全球逾百位政坛精英、企业巨头和学界巨匠共
聚黄浦江畔，展开交流，共话创新，洽谈合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
钢作开幕演讲，上海市市长杨雄，本届论坛主宾国代
表、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 Jo Johnson，主宾省代
表、浙江省副省长冯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开幕
式由浦江创新论坛主席、中科院院士徐冠华主持。

据了解，浦江创新论坛创办于2008年，是我国搭
建的创新发展交流平台、先进理念传播平台、学界思
想争锋平台、政产学研和最新政策发布平台。迄今已
成功举办8届，论坛始终围绕“创新”主题，以全球视

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浦
江创新论坛自2012年设立主宾国机制以来，已相继
与德国、芬兰、俄罗斯、以色列成功举办了四届主宾国
论坛，主宾国论坛已经成为与各主宾国深化交流、探
讨各种科技创新议题的有效平台。 本届论坛由一个
全体大会、一个主宾国论坛、九个专题论坛组成。各
专题论坛研讨的话题都与“双轮驱动”有关。

作为主宾省，浙江还重点参与了9月25日举行的
分论坛——区域（城市）论坛。据了解，浦江论坛自
2012年开始设立主宾省机制，目的是促进区域创新，
推动省(区、市)创新驱动发展。本届区域（城市）论坛
以“集聚创新要素打造特色小镇”为主题，围绕浙江省
特色小镇建设思路，探讨如何在更高层面推进区域均
衡协调发展。

冯飞表示，浙江特色小镇有“三个聚焦”：聚焦提
升产业集群效应；聚焦创新要素集聚；聚焦打造创新
强激励的体制和机制。国务院参事仇保兴以“小城

镇，大机会”为题，总结国际上一些小城镇建设的经验
和教训，认为浙江的特色小镇将展示强大的生命力，
在城市修复、产业修补和城市修善的过程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认为，依托特
色小镇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要素，转化创新成果，
实现产业发展从资源要素驱动发展到创新驱动发展
转变，这是特色小镇的发展之本。他表示，浙江的特
色小镇解决了浙江的发展问题，遵循了世界城市发展
的一般性规律，适应了新一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
革命变化。

在24日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金融论坛上，
发布了《2016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数据显
示，我国国家创新能力排名有望从2010年的世界第
21位上升至2015年的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望
从 50.9%增加到 55.1%；全社会研发支出预计达到
143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一倍。其他主要科技创新
指标也跻身世界前列。 本报特派记者 何飘飘

2016浦江创新论坛昨落幕

主宾省浙江的特色小镇成焦点

A8·健康

老玩童为何
脑子更好使

本报讯 历时六个月，经过七大行业领域赛事的
层层选拔，9月25日，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
赛区暨第三届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迎来总
决赛。从上千名参赛企业中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总决
赛的14支“王者战队”，会师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充分展现出他们在创新创业大潮中搏击
风浪、奋勇争先的“弄潮儿”的风采。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段俊虎，浙江省科技厅厅
长周国辉，杭州高新区（滨江）管委会主任、区长金志
鹏等相关领导出席。省内外知名创投机构、银行、券
商负责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进行现场点评。

在创新创业大赛中，项目的创新性、市场发展前
景等，一直是众多评委专家的着重关注点，无论是在
初赛还是决赛中，高质量的项目、高尖端的科技成为
评委专家对一些优秀项目评论的“关键词”，也是企业
能够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利器”。经过激烈
的角逐，杭州联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协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摘得本届大赛的一等奖，另有二等
奖4名和三等奖8名。

高分领先全场的杭州联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致力于“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杭州首家市级云医疗数据技术研发中心。
该公司推出的“全球影像”医疗云服务平台，基于真
实、海量原始医学数据及技术手段，破除了品牌、区域
壁垒，其核心影像压缩解压缩技术，使庞大影像在移
动端应用达到临床诊断级别，使医院、医生和患者三
个身份六种关系得到完美融合。

而另一个一等奖的诞生，则精彩的演绎了本次
大赛竞争的激烈程度。两家得分并列第二的企业再
次加时PK，才决出胜负。胜者杭州协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新能源行业全方位高端解决方案供应商，
专注于电池管理、电源管理、电化学等领域的研发与
设计。自主研发的基于功率集成芯片和一致性算法
的电池主动均衡管理系统，解决了新能源行业电池
系统长久以来难以攻克的电池单体不均衡问题，产
品应用以其高达94%芯片级工作效率遥遥领先行业
水平。

据悉，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浙江赛区共吸

引了省内1505家创业企业、222个创业团队踊跃报名
参赛，为浙江赛区历届大赛报名人数中最多的一次，
比赛的水平、质量均达到了新高度。据大赛组委会的
统计，210家晋级领域决赛的企业中，海外高层次人
才归国创业的就达到67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
21名，“省千人计划”20名。此外，210家企业中，已经
或正在筹备新三板上市的就达到94家。

据统计，1505家报名参赛企业中，60%以上的企
业提出了股权融资和银行贷款需求，而在对210家晋
级领域决赛企业的问卷调查中，有153家企业提出了
股权融资需求，比例高达72.86%，其融资需求额更是
令人乍舌，高达51.89亿元。在贷款需求方面，也有39
家企业提出了共计17.96亿元的贷款需求，参赛企业
已经将大赛作为重要的融资对接平台。

周国辉指出：“ 创新创业，当下正是最好的时
代。当前浙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就如钱塘潮
一样汹涌澎湃。广大创业者要坚持梦想，不惧失败，
勇立潮头，勇当众创时代‘弄潮儿’”。

本报记者 张巧琴 通讯员 郎凯行

第三届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

全球影像医疗云平台折桂

图为浙江省科技厅副巡视员杨春民（右二）和三家制作单位负责人一起发布浙江省双创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