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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观察

烟创上海离岸基地试水超预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丘眉

短短一个半月，山东省在上海的首个离岸孵化基地中
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上海科创离岸双向孵化
基地（简称烟创上海离岸基地）已经进驻了6个研发项目团
队，在申请排队的项目已经远超预期。“离岸孵化基地虽然
是个新物种，但很快就会如同雨后春笋。”烟创上海离岸基
地负责人杜宏鑫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说。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
客厅：你们是作为上海科
研机构的代表方实际运
营基地，请问你们与烟台
是如何结缘的？

杜宏鑫：我们这个孵
化基地是8月27日在上
海举行的揭牌仪式。

这几年山东对接珠
三角、长三角的活动比较
多。在他们对接长三角
的过程中，我们与烟台自
贸区有了较多的接洽交
流，发现当地产业基础还
是不错的。我们认为，长
三角这边有很多创新创
业的项目，可以与烟台对
接起来，所以双方一起来
做了这个离岸双向孵化
基地。所谓双向，一个是
上海创新创业项目可以
到当地去，当地的企业也
可以到上海来设立一些
研发中心、创新中心。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
客厅：你在上海运营孵化
器有着非常长的时间，这
是你运营的第一个离岸
孵化基地，你认为它与以
往传统孵化器有什么不
同？

杜宏鑫：我们之前在
上海做过很多孵化器，在
山东在江苏在浙江当地
也做过。离岸孵化基地，
是这几年才在国内冒出
来的新物种，但是很快就
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越来
越多。其中的重要因素
是，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
头城市，人才、技术等研
发资源非常聚集，但是这
些要素特别是人才要到
外地去还是比较困难的，
外地开始意识到这个问
题。

这种离岸基地特点，
专家办公还是在上海，项
目落地是在当地的产业
园区，解决了以往本土孵
化环节外地研发人员过
不去的痛点。

而且，在孵化过程
中，还可以在上海持续举
办高质量的项目路演活
动，为融入长三角的资本
带来更大的空间，可以说
为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

转化搭建了全方位服务平台，
降低了项目创业风险，提升了
项目孵化效率。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可以说，新的项目在前期研
发环节存在着最大的不确定
性。离岸孵化基地，实现了研
发与产业空间上的分离，是解
决过往外省在上海等“桥头堡”
地区招引新项目的关键痛点。

杜宏鑫：是的。在“桥头
堡”地区，人才以及设备都非
常丰富。到外地，要购置新的
研发设备，聘请新的研发人
员，成本增加不少，人才更是
匮乏。

烟创上海离岸孵化基地，
试水地点之所以选择在这个
年轻的湾谷科技园，是考虑到
上海基本三分之一高校在周
围，创新活力非常集中，而且，
其所属的杨浦区自2016年5
月，被国务院确立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整体创新
创业的氛围都非常好，比较相
对成熟的科创园区张江，这里
本来就是传统孵化器较为集
中的地方。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据了解，孵化项目的进驻
超出了你们的预期？

杜宏鑫：的确。当初我们
场地规划的容量就是10个团
队，80个人的办公空间。一个
半月至今，如果说从数量来
看，可以说已经满了。

8月底揭牌的时候，已经
有了首批6个孵化项目，包括
混合储能系统产业化项目、分
布式光伏系统安全保护装置
项目以及商慧亮教授的教育
机器人项目等。涵盖了生物
科技、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
领域，瞄准为烟台自贸区新旧
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增
添强劲动能。

10月17日，在上交所-长
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举办
的“长三角山东商会联盟（上
海）-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
上，我们基地筛选了10个孵
化项目参加了路演，其实，我
们是在30个候选项目中精选
了10个进行推介。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说明上海的高校院所以及
研发人员也都很积极？

杜宏鑫：对的。我们推动
的路演、培训、沙龙、团建交流
等诸多活动，都吸引了上海广
大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仅仅
期待研究成果的实际转化，也
希望可以加强与产业相关环
节前期的调研交流等，以掌握
更为实际的市场数据。

我们作为上海科研机构
的代表方，要帮助扩大上海高
校院所的科创资源优势，搭建
烟台对接上海高端人才和科
创资源的“桥头堡”，为烟台市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
放提供强力后援。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快速超预期的发展，给你
们 带 来 一 些 怎 样 的 新 的 启
示？此外，有哪些地方需要进
行调整？

杜宏鑫：首先就是发现当
初试水的步子还是过于谨慎
了，场地明显小了。不过，我
们对于离岸这样的创新孵化
比较传统的孵化有了更大的
信心。现在我们已经在考虑
提高对入驻孵化的要求，包括
项目的成熟度、科技含量。此
外，我们也想进一步提升项目
孵化然后落地的效率，提升孵
化基地当中项目的流转速度，
增加实际孵化项目的数量。

高校院所人才对于成果
孵化的热情，也促使了烟台有
关方面在不断完善创新政策
体系、人才服务机制，以便更
好地抓住创新制度带来的溢
出效应。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这样的新物种，在政策上
有哪些瓶颈？烟台是如何处
理的？

杜宏鑫：当时在揭牌仪式
上，烟台开发区工委书记、管
委主任牟树青在致辞中表示，
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中国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正如上海自
贸区之于浦东新区，烟台自贸
片区立足烟台开发区，从去年
一落地，就承担起引领区域改
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使命和厚
望。设立一年来，烟台自贸区
紧盯“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
谋发展”，聚焦企业现实需求
和发展痛点堵点，探索推出一
系列创新举措，制度创新全国
或全省首创率超过60%，有力
支撑了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开
放发展。

烟创上海离岸孵化基地，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一
种创新尝试。基地的建立，是
一事一议，单列政策支持，之
前例行的孵化器政策没有这
样的计划。比如，上海的场地
由地方政府出资租赁，项目的
上海运营、在烟台当地的落
地，以及与当地产业园、相关
企业的研讨、对接等，烟台有
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总体而言，关键在于自贸
区这样的开放高地对于离岸
孵化基地的催生作用。虽然
这个基地是山东在国内异地
创建的第一个离岸孵化基
地。但是，山东在境外离岸孵
化基地的建设更早一步，在这
之前，已经创建了中加、中韩、
中俄等跨境离岸双向孵化基
地。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
厅：从烟台开始，我们是否很
快会看到山东省更多的城市
走进上海以及长三角来设置
离岸孵化基地？你对于其他
外省在推动项目孵化上有什
么简要建议？

杜宏鑫：应该是这样，山
东已经有其他城市在跟我们
对接交流中，还有其他省域也
有地方在跟我们接触。推进
产学研的融合，研发成果的产
业化过程非常艰辛，需要在研
发环节以外更多的大力支
持。在孵化基地发展中，最重
要的还是要不断深化与当地
产业链的对接。

“这里很靠近海边
了。”有人到了湾谷科
技园可能会有一个错
觉。这里的空气似乎
是要湿润一些，但高处
还无法眺望无际的大
海，这里距离黄浦江的
入海口其实还要开车
再北上二十分钟左右。

但在这靠近曾经
的郊区宝山区的上海
东北角，有着意想不到
的热闹，眼前所及高楼
林立，人来人往，午间
大楼里的健身房里不
少人正在跑步机上挥
臂奔跑。

湾谷科技园是杨
浦区重点打造的一个
企业总部和商务、创新
引擎，一期园区在2014
年建成投用，分A、B、C
片区，总共有22幢楼，
附近还有二期正在建
设中。在一期园区里
穿行，甚至会一不小心
就迷了路。不过，最强
的其实在于它紧贴着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
西北边生长。上海在
外省更加知名的科创
园区是张江，而这个年
轻的湾谷，周围因有着
上海市近三分之一的
高校院所，孵化的氛围
很浓，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研发创新环节的项
目。

8月27日，烟创上
海离岸基地在湾谷科
技园的其中一幢楼里
揭牌了，“总共面积600
多平方米，占一层楼的
三分之一左右，并不算
大。离岸孵化基地本
身就是这几年的一个
新事物，对山东省来说
更是这样。这里是山
东省在异地设置的第

一个离岸孵化基地，是
烟台的一次试水。”烟
创上海离岸基地负责
人杜宏鑫对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10月 20日，在烟
创上海离岸基地，已经
有6个项目团队入驻。
其中一间五六人座位
的独立房间里，两个戴
着眼镜、还略显稚嫩的
青年正在埋头干活。
其中一位名叫陈秋澍，
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 硕 士 毕 业 回 来 不
久。他们都在复旦大
学商慧亮教授研究团
队中，一起在基地中做
嵌入式监控系统以及
教育机器人的研发。
陈秋澍告诉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据我
所知，能支持产学研结
合的基地不是太多，正
好借助烟台，与山东产
业结合起来，让我们的
研究成果可以对产业
进行快速推广。我们
非常重视产学研融合
的可能性，以及成功转
化的可能性。”

离岸孵化基地，于
烟台在上海是一次试
水，对上海自身而言，
其实也尚是一个新物
种。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成立了首个面向
国际科技孵化的离岸
孵化基地。离岸孵化
基地的成立，被认为是
临港科创从传统孵化
器向新型创新载体转
型的一次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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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在沪首个离岸孵化基地已进驻6个研发项目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