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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序 言

产学研合作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事关我国创新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大国科技与产业

竞争整体优势和格局。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此后，不同模式、

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迅速发展。

40 多年来，在经历了起步探索、试点推广、战略转型及重点突破之后，我国产学研

合作实现了从产学研结合、产学研合作发展到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转变，

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为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了贡献，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新时代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指明了方向。

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在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大批优秀的企业，

以项目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充

分发挥各方资源互补优势，加速了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新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围绕国家创新发展的需求，坚持市场导向、促进要素集

聚，在整合创新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探索创新机制等方面，促进了科技难题攻坚

和成果转化，搭建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桥梁，为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增强我国

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为更好地总结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成功经验，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会组织遴选出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具有示范引领性和代表性的创新企业一百

家，沉淀提炼其创新思想和实践精髓，编撰出版《创新 使命 担当——中国产学研合

作百佳示范企业》一书，以飨产学研各界人士。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典型案例和成功做法。书中所汇集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百佳企业，既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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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学研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难探索、敢于尝试、勇于实践、求真务实、攻坚

克难的成果，也是中国企业家、科学家携手合作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实践。

创新没有终点，产学研合作也需要不断攀登、不断超越。2020 年 7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航者，要勇于创新，敢为天下

先，这是战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他勉励企业家，要

勇于创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

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

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创新和新时代产学研合作

提出的新要求。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新时代呼唤新作为。迎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的中国产学研

合作需要中国产学研界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目标导向，健全新型产学研一体化联动机制，从国家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高效协同、开放创新、融合顺畅、机制灵活、保

障有力的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金融家协同创新平台，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中国

产学研合作的新局面。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继续以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立足自主创新、立志攀登世界尖端科技

高峰，打好新时代科技攻坚战，共同谱写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新篇章！ 

谨以此书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是为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

编者的话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学研合作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又特别强调，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增强

企业创新动力，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科技领军企业要发挥市场需

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为新时代产学研合作创新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企业在创新创业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成长、成熟，形成了具有示范和推广意义

的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好案例，产生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以实现国家

复兴伟业为使命与责任，满怀完成国家创新大业的光荣与梦想，砥砺奋进，破浪前

行。它们赓续产学研融合的基因密码，不断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新方

法。它们中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企业，有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

民营科技企业，还有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小型企业……它们以产学研深度

融合为突破口，奋发有为，努力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的全链覆盖和

有效对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贡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 助力

“科创中国”行动计划的实施，更好地总结、宣传、弘扬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的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发

挥企业在创新引领和产学研示范中的作用，我们从“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

作创新与促进奖”获奖企业和“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及有关部门推荐的创新型

企业中，遴选出一百家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有突出业绩的不同类型的企业，选编其典型

案例和成功经验编撰成《创新 使命 担当——中国产学研合作百佳示范企业》一书。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路甬祥同志特为本书作序，以此勉励产学研界，特别是企业，要

以服务国家和人民为初心，勇于创新、奋力拼搏、自立自强，同心协力让中国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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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本书得到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关村科

技园区管委会、《中国科技产业》杂志社、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及有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编委丁玉贤做了整体统筹和协调，编委徐华西、植万禄、鲁刚、公培佳、卢思

锋、杨伊静在编撰中做了大量工作；入选企业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配合提供了鲜活

的案例和素材；周詹、肖桂华、冯翔慧、周烨、翟万江、韩羽、蒋向利、许恬、闫永

蒙在编撰中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企业管理出版社以高效、负责的态度，保证了本书

的出版发行，在此特表谢忱。对于未入选此书的创新示范企业和成功案例，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将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宣传展示。

由于编辑出版过程时间紧、任务重，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

指正。

二零二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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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铸就儿童食品品牌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　195

数字医生让医疗更精准　更便捷　更普惠

数坤（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200

科技创新推动百年矿山再创辉煌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姑山矿业有限公司　/　205

质量铸魂　信誉立业　构筑全产业链食品加工生态圈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209

打造高端陶瓷新材料领域的新高地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213

预制桩技术行业领衔者

浙江兆弟控股有限公司　/　218

昂首挺进“深蓝”　擘画海油蓝图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223

创意光影　精彩出圈

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27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新疆天山矿业成果遍地开花

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231

创显赋能产教融合　科技支撑智慧生活

广州创显科教股份有限公司　/　236



— 9 —

创新  使命  担当——中国产学研合作百佳示范企业　 　目 录

做中国建筑空气安全领域开拓者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241

产教融合　创领未来

中教未来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　246

争做节能环保领域排头兵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　251

艰苦奋斗　铸就不锈久立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56

智慧强弱电一体化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　261

冲上高空机械吊篮行业之巅

申锡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　266

协同创新　填补大型潜水电泵研发制造空白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　271

多产业协同推动交通强国建设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76

产学研发力　让中国核电“走出去”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　281

做创新链枢纽　破“卡脖子”难题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　286

填补国内空白　走现代化产学研之路

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291

“微纳光制造”领域开拓者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96

面向新基建　构筑“三有一体”产学研体系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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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Mini/Micro LED　助推“视听”领域产业化进程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306

践行大科研运作模式　做高端环保装备领军企业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311

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　争当行业科技创新领头雁

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　315

产学研医协同创新　引领医疗 AI 前行

上海联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320

创造智慧育人新境界

讯飞幻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325

冶金高温运输领域的“独角兽”

长沙凯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　330

逐梦前行盘龙人　合作共赢促发展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335

在虚拟现实技术创新中畅游数字世界

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　340

打造中国生物“芯”　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344

探索现代产业学院校企合作新模式

北京金蓝无忧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349

创新工业互联网“根”技术　实现工业智能化关键跨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54

做中国电子测绘仪器的开创者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60

从大西北走出的创新环保明星

甘肃一德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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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养猪业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　/　371

“高端智造”振兴民族工业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　375

让建筑生命延展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79

科技自立自强　提升我国潜水电泵核心竞争力

亚太泵阀有限公司　/　383

“润滑”中国制造

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　388

源头创新　变废为宝　做行业领跑者

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93

产教融合　打造产学研模具创新中心

宁波华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99

创新创未来　酷开酷生活

深圳市酷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04

动物疫苗界的领跑者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409

合作成林　赢在单丝

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14

构筑全球矿产能源法律服务“网”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　419

共研低碳综合能源服务　共建能源物联网生态圈

北京京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424

探索生命能源银行　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圣释（北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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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千年藏医文化　引领现代藏药航标

石家庄藏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434

标准引领中国绿色包装产业创新与发展

深圳兴旺环保代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　439

科技赋能智慧医疗　推进智能服务机器人落地应用

深圳中智卫安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　444

用科技保护生态

武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48

数据改变世界　算力驱动未来

成都勤智云集团有限公司　/　453

集聚创新势能　做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航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458

深耕产学研合作　抢占检测设备行业制高点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463

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　/　468

推动数字化转型　助力低碳可持续发展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　473

科技创新　赋能电力系统领域综合发展

河南四达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477

促进技术进步　引领生活美好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　481

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　486

产学研联合铸就工业装备新军

大连东方亿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