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条赛道跑到底。浙江双箭
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耿亮不畏市场变化，不
羡墙外花香，三十二载心无旁骛，励精图治，埋首科
技攻关，做精做深做强一款产品，因为他坚信科技创
新能使企业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

1986 年，21 岁的沈耿亮 3 万元起家，从橡胶制
品、输送带接头及修理服务做起，经过32年的专注与
执着，如今企业已成为国内橡胶输送带行业的龙头，
单个工厂的生产能力全球第一，浙江桐乡第一家上
市公司，输送带产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
单位之一。

12月7日，初见沈耿亮，他态度谦和，一身工作服
打扮，看上去与上市企业老总光鲜亮丽的形象完全
搭不上边，倒像是刚从车间走出来的老技师。但谈
吐间散发出的格局与视野却又显露出他真实的底
色。

“做企业如何才能成功？”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
后，沈耿亮不假思索地说，心无旁骛地坚持只做一件
事。企业发展到现在 32 年了，专注橡胶输送带行
业，每天思考的也是怎么把产品做好，而让产品有竞
争力的法宝就是锲而不舍地科技创新。双箭股份生
产的输送带已经不是传统的输送带，而是转型升级
后，内藏乾坤的高科技输送带，企业向外输送的是国
内标准，甚至是国际标准。

内外兼修 科技创造产品“日日新”

占地300余亩的双箭股份，众多建筑中，高端现
代的企业研究院大楼“卓然独立”。大门挂的“中国
橡胶行业节能环保输送带技术中心”和“浙江省双箭
橡胶输送材料研究院”的两块金色竖匾格外醒目。
企业每年研发的新产品即诞生于此。

走进楼里更是让记者惊叹，置身其内，仿佛踅入
顶级科研机构实验室之中。这里拥有试验检测水平
世界领先的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氟硅材料、功能
助剂、分析测试、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等重点研究实

验室，完善的小试合成实验、应用试验、质量检验和
中试合成平台。沈耿亮说，企业对于研发不惜本钱，
仅专家费用每年就支出1900万元。现有研发仪器设
备采购也已超过2600万元。

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在双箭股份
企业研究院里，也藏有一件“镇院之宝”——低滚动
阻力、动态接头疲劳实验机。“这台设备全球仅有三
台，美国和德国的都是10000拉力的且都待在高校院
所里，而双箭的这台则有15000拉力。”沈耿亮说。

在产品展示间，沈耿亮对十几种输送带里核心
材料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拿起一方看似布料的
东西，说，这是芳纶，做防弹衣的材质，比钢丝强度高
6.5倍，轻1/6，寿命可达十年，虽然成本高些，但橡胶
表面处理得更光滑，输送效率大为提升；内里的芳纶

替代指头粗的钢丝，重量也变轻了，综合节能40%，总
体下来反而更划算。

早在19年前，在与浙江大学、太原科技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联合技术攻关的同时，双箭
股份就着手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一路走来，取经德
国、日本、美国，博采众家之所长，在此基础上再创
新，逐步形成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近10项，完成弯道
超越。取之国际，用之国际——2017年底，双箭股份
作为技术输出方，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国际合作项目，对乌兹别克斯坦橡胶制品厂提供
技术支持，由双箭股份负责输送带全部技术服务工
作，包括生产知识、技能、经验和与该生产专有技术
有关的全部技术文件。此举为其国际化发展道路迈
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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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杭州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这里，正在建设
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
这里，有
最佳的区位位置、最强的金融生态、最优的扶持政策；
如果你是股权投资机构看这里！
如果你是被投企业看这里！
如果你是券商/银行/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看这里！

新落户江干区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落户奖励，最高 200万购房补贴或三年每年最
高 100万租金补贴，自达到年度纳税额 100万起三年内
按其对区财政贡献的100%、80%、60%给予补助，高级管

理人员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
给予 50%奖励，机构投资江干
企业的还可以获得最高 100万
元投资奖励。

新落户江干区的被投企
业：前三年最高可按其对区财
政贡献的100%、70%、50%给予
资助，最高 200 万购房补贴或
三年每年最高 50万租金补贴，
高级管理人员三年内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 50%
奖励，企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被收购或兼并重组的可按
其转让收入对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50%奖励。

第三方机构：推荐引进优质被投企业的，最高可获
得50万元奖励。

扫码了解详细政策

江干出台重磅政策！打造被投企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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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萧山

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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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荣誉：杭州市信息安全产业园、杭州市留学人员创业园分

园、萧山区大学生创业园分园、杭州市信息安全协会副会长单位、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产业定位：重点发展网络安全、电子商务安全、移动安全、物联

网安全及信息安全等产业。园区定位为浙江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基地和华东地区信息安全产业区。

园区规模：由三家萧山区百强企业共同打造，园区占地45亩，

地上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下约6万平方米。计划3年内完成

园区10万平方米的招商工作，园区内信息安全、智慧产业及各类科

创型企业数达到300家以上，园区总产值规模达到30亿元以上。

园区位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479号。从产业园出发，

15分钟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10分钟可达杭州各大火车站，8分

钟可进入沪杭甬高速和绕城高速。通过地铁2号、6号、7号线(拟建)

和钱江二桥、三桥、庆春路过江隧道、青年路过江隧道（在建）与杭州

主城区实现无缝对接。

联系方式：程远 83530606 /13606706469

钱江世纪城信息安全科创园钱江世纪城信息安全科创园

奔竞不息奔竞不息

联系方式：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术局信息中心
陈文奇 0571-6375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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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临安区加快推进创新发展加速区
建设，致力打造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之
城，迈入融杭发展新征程。临安创新创业平台
诚邀创业的您加盟！

临安区自2016年实施“大孵化器”战略以
来，制定出台了孵化器、众创空间专项政策，先
后引进了博济、银江、楼友会、华友会、良仓孵
化器等专业孵化器运营团队，科技企业孵化平
台软硬件水平不断提升，双创氛围日益浓厚。
目前，全区建有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18家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家，省级孵化器、众创空
间4家，杭州市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2家；全区
孵化面积达13万方，在孵企业累计446家），现
面向社会广泛招引成立时间不超过24个月的
科技型小微企业入驻。

优惠政策

入驻临安区各孵化器、众创空间的企业可
以享受租金减免返还、风险池基金贷款优先支
持、人才项目资助等政策。

本报讯 2018上虞科技节12月6日启动。开幕
式上，武汉理工大学绍兴高等研究院签约落户上虞，
全国首个大学研究院协同中心正式宣布启动，并举
行了首次成果发布会。

武汉理工大学与绍兴市上虞区合作共建武汉理
工大学绍兴高等研究院，根据协议内容，将在三年内建
立一支拥有教授、副教授、青年博士、硕士在内的185名
人员的研发队伍。以科技创新团队为主导，建成1～
2家共享实验室（研究所）。三年内培育、引进公司或
科技型企业孵化10家；筹建研究生分院，每年定向招
收30人以上规模的博士、硕士等到研究院学习工作。

近年来，上虞区根据“一个支柱产业对接一所知
名大学优势学科、共建一家产业研究院”的思路，深

化和拓展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的有机结合，自2014年以来，已先后与浙江工
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南
华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以及中国
美院等高校合作成立研究院。

上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理工大学绍兴高
等研究院项目的落户、大学研究院协同中心的启动，
将实现院校的综合智力优势与上虞产业优势有机结
合，对加快人才引进、加速科技资源融通整合，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科技项目、科技型企业的孵化
成长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能更快更好地
推动上虞区创新驱动发展。大学研究院协同中心由
上述8所高校共同组成。协同中心将形成资源共享，

深度参与上虞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科技项目、科技型企业的孵化成长，发挥“科
技引擎”作用。

目前上虞区已引进落户2家应用型大学，建立起
3 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9 家大学研究院（研究生
院）、16个院士工作站和9家博士后工作站，累计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186家，与300多所高校建立了产学研
合作关系，有 400 多家企业建立了研发中心，近 200
家企业有了“一对一”结对联系的“科技指导员”，全
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96%。今
年以来全区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等主要科技创新
指标位居全市前列，在2018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中
位列第19位。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袁伟江

本报讯 昨天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科技
新政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了由省政府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科技新政”）。省科技厅厅长高鹰忠，
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宋志恒出席新闻发布
会。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八八战略’实施15
周年，也是新一届政府履职的开局之年。‘科技新政’
高举创新强省大旗，明确提出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
地。”高鹰忠介绍，针对浙江省科技创新的优势和短
板，“科技新政”扬长补短，从六个方面提出了50条政
策举措，针对性强、创新性强、操作性强，将成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高鹰忠介绍，“科技新政”率先提出全社会R&D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的目标。按照浙江省

“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7.5%左右的预测和全

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比达到 3%的目标，预计到
2022 年全社会 R&D 支出达到 2229.6 亿元，2018~
2022年5年累计9000亿元左右，这一数据比前五年
增加75.4%左右。

同时，“科技新政”强调各地各部门联动，共同打
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创业生态，
形成创新主体高效协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创新资
源优化配置的创新创业生态圈。

撬动近万亿资本
打造两大世界科技创新高地

“科技新政”提出了浙江省科技创新工作总目
标，“一强三高”即以创新强省为工作导向，以高新企
业、高新技术、高新平台为重点，加快打造“互联

网＋”和生命健康两大世界科技创新高地。
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建成10个高能级创新平

台，取得100项标志性科技成果，培育100家创新型
领军企业，形成“十联动”创新创业生态圈，数字经
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对标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省市，“科技新政”
提出到 2022 年主要科技创新指标要实现“五倍增、
五提高”，即全社会软投入达到6700亿元、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2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6万家、技术
交易额达到 1200 亿元、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
3000件，比2017年翻一番；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3%，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数达
到 130 人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5 件，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高
于50%，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 （下转A2版）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浙江科技新政50条昨发布

“八八战略”再深化 改革开放再出发

32年只做一条“输送带”
双箭股份凭科创之力让传统产业“返老还童”

首个大学研究院协同中心在上虞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