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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重要政策动态 

 国办发文明确支持产业联盟等形式出资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三部门印发《产学研合作协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制定指引（试行）》 

 八部门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科技部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财务管理 

联盟联络组及协发网动态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试点联盟及协发网网员单位动态 

 再生资源战略联盟与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进行工作座谈 

 半导体照明联盟推荐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粉末冶金联盟组建标准委积极构建粉末冶金标准化体系 

 BIM 联盟成员参编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发布 

 WAPI 联盟发挥创新联合体作用组织开发 WLAN 快速切换 CPE 

 存储产业联盟成立“新存储联合实验室”加速产学研转化 

 快堆联盟“一体化闭式循环先进快堆核能系统”获得批复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举办换届会议 

 轻量化联盟组织热冲压钢高韧性铝硅镀层技术通过鉴定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创新战略联盟成果获奖 

 肉类加工联盟 3D 生物打印培育肉成果亮相中关村论坛 

 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大讲堂举办 

 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承办“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主题峰会 

 钒钛联盟主办第六届钛产业前沿技术交流会 

 太阳能光热联盟组织召开 202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 

 第三代半导体联盟主办 2021 白石山第三代半导体峰会 



 

 重要科技政策 

国办发文明确支持产业联盟等形式出资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

见》，通过生态保护修复与资源开发利用相衔接、资源有偿使用与产权制

度安排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创新产权激励、释放关联权益，给予财税支

持，发挥政府投入带动作用，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构建

“谁修复、谁受益”的生态保护修复市场机制。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头引领作

用，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各类资本和产业协同。在参与方式中明确提出，

社会资本单独或以联合体、产业联盟等形式出资开展生态保护修复。详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10/content_5650075.htm 。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 科技部办公厅印发 

《产学研合作协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制定指引（试行）》 

为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指导做好产学研合作中的知

识产权归属与处置工作，降低相关法律风险，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

科技部组织编制了《产学研合作协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制定指引（试

行）》。高校院所和企业可根据双方倾向的知识产权处置方式，参考借鉴

《指引》相应类型的条款内容，拟定合作协议的知识产权有关条款，并根

据实际情况对条款内容进行适应性修改，作为产学研合作有关协议、合同

的组成部分。三部门将利用多种渠道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企业进行

宣传推广，组织专题培训或开发专门培训课程，切实降低产学研合作过程

中 的 知 识 产 权 风 险 。 详 见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0/18/art_75_170829.html。 

 

八部门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明确发挥产业联盟作用有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对接资源共享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科学技术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10/content_5650075.htm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0/18/art_75_170829.html


 

动计划（2021-2023年）》。明确构建协同创新机制，鼓励地方联合龙头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建立一批物联网技术孵化创新中心，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链条，推进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和工程化应用。鼓励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

企业组建物联网产业技术联盟，探索“专利+标准+开源社区”发展模式，激

发创新活力。明确发挥产业联盟作用，有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对接、

资 源 共 享 。 详 见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

09/29/content_5640204.htm。 

 

科技部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财务管理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

见》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财务管

理，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科技部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财务管理

的通知》，对结题财务审计、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论下达及其他事宜等

提出了具体要求，取消项目层面审计报告，取消评前审查。详见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21/202111/t20

211111_177926.html。 

 

 联盟联络组及协发网动态 

2020-2021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2020-2021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启动会日前在北

京召开。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处长张冬，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

络组秘书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理事长单位负责人李新男，以

及联盟活跃度评价专家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2021年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2020-2021年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指标、标准》《联盟活跃度评价专家组

专家遴选情况、专家组成、专家评价分工》《2020-2021年度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活跃度初评结果表》等文件。会议要求各评价专家应本着严谨、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29/content_564020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29/content_5640204.htm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21/202111/t20211111_177926.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21/202111/t20211111_177926.html


 

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评价工作程序与纪律，按照评价指标及

标准，公开、公平、公正的认真评价，并按时提交初评结果。 

张冬在讲话中指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我国新型产学研协同

创新组织形态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三大载体之一，是创新共同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列入《“十四五”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规划》。科技部将进一步加大

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引导支持，希望各试点联盟进一步发挥行业技

术创新源头的作用，带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最新

科研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转化应用，为我国提升创新能力作出重要贡献。 

李新男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一是不忘组建联盟的初心，要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目标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与发展，积极发挥支撑国家战

略目标的作用；二是希望联盟要继续担当起新时代产业创新脊梁的使命。

通过开展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真实反映和掌握各联盟运行情况，进一步

促进联盟间交流合作、协同创新、多出成果；三是希望评价专家组成员秉

持公心，按照统一标准科学评价，积极发挥熟悉联盟运行的专家作用，掌

握各试点联盟实际运行动态，展示各联盟新时代创新风貌，树立发展典型

和示范榜样。 

据悉，自2007年6月全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启动以来，陆

续有三批共146家联盟参加了科技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自

2013年以来，受科技部的委托，科技部试点联盟联络组、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协同发展网已开展了七次试点联盟活跃度评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年度活跃度评价结果已成为科技部等国家相关部门掌握试点联盟运行

动态，出台支持联盟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公布评价指标和评价结

果，发挥了对联盟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联盟联络组和联盟协发网秘书处供稿） 

 试点联盟动态 

再生资源战略联盟与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进行工作座谈 

近日，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协同发展网副秘书长尚辉良与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原巡视员、科技部

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秘书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理事长单



 

位负责人李新男进行工作座谈。 

尚辉良秘书长感谢李新男同志长期以来对联盟发展的关心支持，并汇

报了近年来联盟主要工作成绩和下一步工作考虑，表示将继续围绕产业链

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打造产业链，深入推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加快

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李新男司长高度肯定再生资源战略联盟的工作。他指出，再生资源战

略联盟自2009年成立以来开拓探索，勇于实践，积极围绕产业链构建技术

创新链，解决再生资源产业共性技术难题、卡脖子难题，发挥了引领和带

动产业技术进步的示范作用，在历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中

位列前茅，为国家积极探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和突出贡献。他对再生资源战略联盟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立足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重要战略，助力再生资源产业绿色发展；二是围绕再生资源

行业企业生存发展的共同需求，落实重点工作任务；三是继续着力创新机

制，推动联盟高效运转，成为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创新发展的脊梁！ 

（再生资源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半导体照明联盟推荐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由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研发推荐的半导体照明成果入选国

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百年回望展区”。半导体照明联盟在国家科技计

划持续支持与联盟全体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半导体照明在关键

原材料、芯片、器件、装备的基本全国产化，其中绿光、黄光、LED光效已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联盟成绩的取得不仅是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组织管

理模式和国际合作的成果，更是推动我国成为半导体照明产业强国与领跑

者。据悉，2020年我国半导体照明行业年产值超过7000亿元，实现年节电

超过2800亿度，减少碳排放2.2亿吨。 

（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粉末冶金联盟组建标准委积极构建粉末冶金标准化体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粉末冶金领域创新发展，中

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携手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推

进粉末冶金标准化工作，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粉末冶金领域委



 

员会暨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标准委员会近日正式成立。据悉，

粉末冶金标委会将会充分发挥标准对粉末冶金行业的导引作用，聚焦战略

性新兴产业，促进粉末冶金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以及国际化，为整个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利的支撑。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BIM联盟成员参编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发布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

准》（编号为GB/T51447-2021）自2022年2月1日起实施。本标准由建筑信

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起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

编，清华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建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联盟成员参编。 

（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WAPI联盟发挥创新联合体作用组织开发WLAN快速切换CPE 

结合物联网市场应用需求，WAPI产业联盟组织成员单位开发了WLAN

快速切换CPE，该产品可有效解决此前传统的客户端前置设备（CPE）无法

满足无线局域网相邻无线接入点（AP）间毫秒级切换的难题，实现了移动

高清视频等业务无间断、不卡顿、实时传输。 

（WAPI产业联盟秘书处供稿） 

存储产业联盟成立“新存储联合实验室”加速产学研转化 

由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和浪潮集团共建

的“新存储联合实验室”近日揭牌。这是业内首个以新存储为核心的联合实验

室，将对数据存储产业和技术发展提供前瞻性洞察和工程化探索。新存储

联合实验室的成立，正是为了洞察新型数据中心需求，探索新架构、新算

法，以新存储来应对智慧应用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联合实验室

的成立是存储联盟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的重要实践，以联盟为平台，开展

优势资源整合、融合信息共享，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开展核心技术突破，以

技术创新链带动产业链，推动存储产业高质量发展。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快堆联盟“一体化闭式循环先进快堆核能系统”获得批复 

近日，在快堆联盟理事长单位原子能院的带领下，联盟全体成员单位

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下，推动中核集团“集中研发项目”一体化闭式循环先进

快堆核能系统获得顺利批复。据悉，在当前“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清洁能源

进入“高速发展时代”。一体化闭式循环先进快堆核能系统，具有铀资源利用

率高、有效焚烧放射性废物、燃料实现循环使用、经济性高等优点，为我

国核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充分的解决方案，必将为我国能源事

业做出积极贡献。 

（快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举办换届会议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换届会议暨技术交流论坛日前在

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战略指导委员会机构。同济大

学戴晓虎教授担任新一届理事长。会议围绕“十四五规划”和污泥资源化“远

景目标”，结合污泥处理处置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认真总结了污泥联

盟成立以来发展经验。会议强调，污泥联盟新一届理事会要充分认识污泥

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新形势与新任务，履行好联盟宗旨，开拓联盟

新局面，使联盟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联盟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轻量化联盟组织热冲压钢高韧性铝硅镀层技术通过鉴定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日组织专家对东北大学、育材堂（苏

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鞍钢蒂森克虏伯汽车钢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共同完成的“热冲压钢高韧性铝硅镀层技术”进行了科

技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热冲压钢高韧性铝硅镀层技术”揭示了热冲压

钢铝硅镀层与基体间界面富碳致脆机理，发明高韧性铝硅镀层技术，在国

际上首次解决了热冲压钢韧性不足和延迟开裂两大难题；发明热冲压钢铝

硅镀层高效吸热和阶梯快速加热技术，打破了国际垄断；发明抑制柯肯达

尔孔洞生长的铝硅镀层热浸镀技术，突破了薄镀层热冲压钢的电阻点焊关

键技术，满足了汽车行业最高的焊接标准；修正了铝硅镀层热冲压钢耐蚀

性与镀层厚度相关的传统认知，发明抑制过渡层腐蚀脱落技术，解决了薄



 

镀层易腐蚀脱落的技术瓶颈。 

（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创新战略联盟成果获奖 

日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上海

电驱动股份公司联合多家成员单位共同开发的“新能源乘用车用电驱动总成”

成果在2021中国汽车供应链大会中荣获“2021中国汽车供应链优秀创新成果

奖”，已在长安汽车、奇瑞汽车、印度塔塔汽车等国内外多款新能源乘用车

实现量产应用；由上海电驱动股份公司牵头多家联盟成员单位共同研发的

“基于双面焊接与双面冷却技术的碳化硅(SiC)电机控制器”荣获动力总成电

气化领域2021金辑奖中国汽车新供应链百强奖，该成果在纯电动乘用车测

试可以实现整车续驶里程5~6%的提升，有望在未来2年实现量产应用。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肉类加工联盟3D生物打印培育肉成果亮相中关村论坛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研发的“3D生物打印培育肉成果”

日前亮相 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据了解，生物培育肉又被称作培养肉、清

洁肉等，是利用动物细胞体外培养的方式控制其快速增殖、定向分化并收

集加工而成的一种新型肉类食品，具有高效、环保、安全、可持续的优

势，可以弥补传统养殖肉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对肉类的需求，代表未来食品

的研究方向。与传统养殖肉类生产相比，生物培育肉的生产减少了99%的土

地使用面积、96%的水资源消耗、96%的温室气体排放及45%的能源消耗，

是一种“智慧·健康·碳中和”的制造方式。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大讲堂举办 

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日前在北京举行专家大讲堂暨机床研

究院科技创新培训活动。本次大讲堂邀请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权威专家作专题报告。联盟成员单位和机床研究院相关部门

等线上线下100余名同志参加。 

（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承办“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主题峰会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海口承办“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主

题峰会，会议围绕驱动电机的开发和应用展开探讨。据悉2020 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电驱动技术持续保持进步，高集成度三合一/多合一电驱动总成、高

效高速驱动电机技术及核心零部件、轮毂电机等方面取得了技术进步。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钒钛联盟主办第六届钛产业前沿技术交流会 

钒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重庆组织召开第六届钛产业前沿技术交

流会，会议针对国家前沿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成果，系

统研讨钛及钛合金相关基础理论、先进工艺研究、市场应用拓展以及产业

链绿色高端发展技术，对我国钛及钛合金技术的发展动态有了全面了解，

对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对进一步提升我国钛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钒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太阳能光热联盟组织召开2021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湖州组织召开2021中国太阳能热

发电大会。国家能源局、中国科学院、中国能源研究会、南京工业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等单位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并作报告。近300位参会代表围绕太阳能聚光吸热技术、高温传储

热技术、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发展路径、超临界二氧化碳太阳能热发电关键

基础科学问题、太阳能中温热利用技术、太阳能热发电国家标准等热点话

题进行了交流。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第三代半导体联盟主办 2021 白石山第三代半导体峰会 

近日，由保定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

主办的“2021白石山第三代半导体峰会”在保定市功举办。白石山第三代半导

体峰会定位于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第三代半导体技

术、应用、投资及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及产业链需求，充分利用创新资源，结合推进碳中和及发展新兴产业的要



 

求，探讨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及应用，产业链协同合作与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与新方法，共商节能及半导体产业发展新路径、新模式，打造保定国家级

半导体产业创新高地。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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