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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建设工作启动会召开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以下简称联盟协发网)于

2016 年 7月 8 日召开会议，宣布建设工作正式启动。会议由试点联盟联

络组秘书长李新男主持，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崔玉亭副司长、参与发起筹

备工作的十六家联盟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联盟协发网章程、

组成理事会(临)并进行分工。

会议进行中

试点联盟联络组秘书长李新男主持会议

联盟协发网是在科技部创新发展司的指导下，由国家产业技术创新

试点联盟联络组和十六家联盟发起筹备，以 146 家国家试点联盟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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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以新兴互联网技术为依托、面向社会开放的网络化协同平台，

以“服务联盟、支撑政府、协同合作、自律发展”为宗旨，形成交流、

协同、自律的机制和组织新形态。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形态，已成为

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建设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国家“十

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构建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发展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的

要求。2016 年 2月，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召开会议，明确把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列为今年重点工作。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崔玉亭副司长讲话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副司长崔玉亭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联盟协发网的

成立将有利于联盟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围绕产

业链构建产业技术创新链，有利于促进联盟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以

及开展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有利于促进联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

和法规，有利于促进联盟形成良性发展的自律机制，使之成为支撑和引

领产业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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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盟在组织创新、自律发展等方面还需探索,需要联盟群体在自愿的

基础上形成自律管理组织，发挥好联盟协发网的作用，传递政府政策和

战略导向、反映联盟发展诉求，把联盟的发展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紧密

结合。

联盟协发网启动后，将积极探索建立自律机制，研究采取网员自愿

参加、公开信息、自组织评价等方式培育示范联盟，积极开展联盟的示

范交流活动。搭建联盟协同创新合作平台，促进信息交流、需求对接，

推动项目合作、技术融合，形成一批“跨领域、跨行业协同融合创新”

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引领和推动有关行业深度融合发展。根据国家

重点产业和领域创新发展布局，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构建技术创新

链、扩展产业链，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支撑与服务。

（稿件提供：试点联盟联络组）

半导体照明联盟多项成果参展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于 6月 1 日-7 日在北京展览馆展出，

本次展览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重点展示“十二

五”以来的重大科技成果和重要工作进展。“十二五”期间，科技部主

动超前布局，从全球技术和产业战略的高度，以应用促发展，以联盟为

抓手，采用产学研紧密合作的方式，推动半导体照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

联盟成员单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国产大型 MOCVD 重大装备

研发也参加了此次成就展。“十二五”期间在科技部“863”项目支持下，

成功研制出产能达到一次外延 48 片 2英寸外延片的大型 MOCVD 设备，在

关键技术上创新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并进行了设备材料外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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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经鉴定设备和外延材料性能达到同类国际 MOCVD 装备水平。联盟

成员单位南昌大学、晶能光电的硅衬底 LED 材料芯片与装备开创了一条

新的 LED 照明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并实现了高光效硅衬底

蓝光 LED 材料与芯片产业化，形成了硅衬底 LED 上中下游产业链，产品

替代传统光源节电 40%-90%，获 201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研发成

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绿光 LED 材料与芯片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LED

材料生长专用装备－MOCVD 系统。

“十二五”期间半导体照明产业规模年均增长 30%，2015 年产业规

模达到 4245 亿元，市场渗透率 30%，年节电 1000 亿度，形成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应。联盟组织了半导体照明版块的展示，在此次成就展上重

点展示了“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试点示范项目、人民大会堂、中南海

紫光阁等一批高水平示范。据了解，“十城万盏”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了

半导体照明技术集成和创新，促进了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的形成。通过

“十城万盏”带动，37 个试点城市已应用 LED 灯具 2400 万盏，年节电

70 亿度。

联盟作为第三方管理机构，从 2003 年启动 “半导体照明工程”以

来，充分发挥联盟产学研、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作用和整合国际资源的能

力，通过联盟组织进行的调研、战略研讨等各类活动，准确把握技术、

市场、产业发展趋势，支撑了国家科技项目科学决策。有效提升了我国

半导体照明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截止 2015 年，

23 家以 LED 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成功上市，LED 照明产品市场销售渗透率

达到 34%。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产值，从 2003 年 90 亿元，到 2015 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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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245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30%，实现年节电超过 1000 亿度。

（稿件提供：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欧盟统一专利制度及统一专利法院最新发展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6 月 28 日，由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中关村

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主办，TD 产业联盟协办的欧

盟统一专利制度及统一专利法院最新发展培训研讨会成功在北京举行。

来自 TD 产业联盟成员企业以及各相关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负责人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欧盟统一专利制度和统一专利法院预计将于 2017 年实施。来自英国

的菲利普·库比特博士和雷森·沃尔律师主要针对欧盟统一专利和统一

专利法院简介及费用、专利侵权诉讼、异议程序及策略、新制度下在欧

专利自由运作、新制度下在欧专利许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会议期

间提问踊跃，交流深入，充分帮助各单位了解欧洲统一专利制度和统一

专利法院，进而帮助企业有效运用上述制度降低获取欧洲专利成本，管

理欧洲知识产权风险，化解在欧专利纠纷。

（稿件提供：TD联盟）

住宅联盟组织开展“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住宅科技月系列活动

2016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5 日，为期一个月的以“创新驱动 绿色发

展”为主题的住宅科技月系列活动在北京展开，这项活动由国家住宅与

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住宅工程中心”）、中国

房地产业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主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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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可

持续发展研究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太阳能建筑

专业委员会承办。

2016 年 6月 7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兵，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燕辉，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叶耀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等嘉

宾出席了住宅科技月开幕式。开幕式由住宅联盟秘书长、国家住宅工程

中心主任仲继寿主持。

这次科技月系列活动是响应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相关文

件精神，开放优质科技资源，开展特色科普活动。国家住宅工程中心携

联盟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组织的这次为期一个月的住宅科技月，期间，

将通过展览、论坛、沙龙和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的展示国家住宅工

程中心及合作单位“十二五”期间在绿色建筑、低碳节能、能源安全、

健康生活等热点领域科技创新工作和成果。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住宅科技月的主场，将举办“健康+”

住宅科技创新成果展和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成果十年展两项

展览。除了展览活动，中国院主会场还将组织“太阳能热水建筑应用的

转型升级”、“主被动技术结合的绿色建筑”、“健康+建筑 —‘健筑’

的新诠释”等多场主题沙龙活动，为住宅技术交流提供多方位的平台支

撑。

住宅联盟、国家住宅工程中心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为住宅科技

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在产品研发、系统构建和设计创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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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创新思路，为相关单位和部门搭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零距离的对接平

台，从而促进我国住宅科技的绿色发展。

（稿件提供：住宅联盟）

WAPI产业联盟召开 2016 年第二次团体标准工作及项目组会议

近日，WAPI 产业联盟在北京召开 2016 年第二次团体标准工作及项

目组会议。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国家密码

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大唐电

信、宇龙、海尔、瑞晟微电子、联发博动、中兴、华为、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认证中心、宽带无线 IP 标准工作组、ISO/IEC

JTC1/SC6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等 31 家单位参加了本次会议。

WAPI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张璐璐和联盟标准专家黄振海分别向与会代

表介绍了产业联盟和联络组之间的标准产业联动机制、WAPI 产业联盟团

体标准试点工作情况以及进展，呼吁与各成员单位和标准专家积极参与

标准制修订工作，促进自主技术引领和支持产业发展。

联盟标准化部高级经理方华做《WAPI 产业联盟团体标准试点工作进

展情况》的汇报，总结 2016 年 3-6 月间联盟在“团体标准顶层设计和政

策促进、联盟标准化机制建设、团体标准编制、产业化推进、市场推广

和宣传、良好标准生态营造”等方面的阶段性工作进展，鼓励成员单位

以“报名参加无线网络和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提出或参与标准项目、

推广应用团体标准、参与团体标准走出去”等多种形式，积极参加联盟

的标准化相关工作。

会上就国际标准化工作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基于团体标准“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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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由联络组织 ISO/IEC JTC1/SC6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秘书韩丽向与

会成员做题为《如何编写 ISO 国际标准》的专题介绍。

会议还对联盟目前正在推进的《智能设备无线局域网接入技术要求》

等 12 项团体标准进行了讨论，广泛征集与会专家意见，推动了上述标准

的进一步完善。期间，各产学研用单位就上述标准的技术理论、产业落

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家联盟成员厂商表示：希望后续能参加到

标准制修订工作中来，主动跟进无线网络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前沿技术标

准，以自身的产业市场实践，验证并推动标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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