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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布局合理，阳台超大，小区
绿化很不错！”7 月 15 日是南京河西青
奥村国际社区提交购买申请的最后一
天，王博士站在青奥村的样品房里，兴
奋不已。

5 月底，南京启动“企业博士安居工
程”。在南京读书期间，王博士创办了一
家航空产品制造企业，按照南京市人才
安居政策，像他这样的在宁创办高新技
术企业的企业法人代表符合标准，南京
首批集中供应人才房河西青奥村国际社
区就此向他敞开大门。

城市发展离不开人才。近年来，各地
“抢人大战”一触即发，南京拿出真金白银
帮人才安家，成为实打实的吸才“硬招”。
为吸引人才向南京集聚，位于市场炙手可
热的河西南板块、“南京眼”步行桥之东的
青奥村，就这样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购、租、补”，真金白银展揽才诚意

“均价35000元/平方米，精装修，已
有 300 多名人才预约登记，预计 8 月正
式销售，春节交付。”河西青奥村国际社
区销售人员李华告诉记者，政府面向人
才推出 211 套房源，面积从 70-215 平
方米不等，而且首付款只需三成，工行、
中行等八家银行给予商业贷款按市场利
率下浮 10%的优惠；住房公积金开户缴
存后即可使用，贷款额度放宽到限额的
两倍，最高可达100万元。

除了购房优待，相关人才租房也有

优惠政策。“每月房租1600元，政府补贴
800元，等于政府帮我付了一半房租。”90
后女孩陈倩倩在“我的南京”APP上提交
了研究生学位证书、就业合同等信息，经
审核后，每季度其银行卡都会到账2400
元，这让她体会到南京这座城的温暖。

“企业博士自行通过市场化租房居
住，今年最新政策可申领每月2000元租
赁补贴，最长享受 5 年。”南京市财政局
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2017 年 7 月起实
施的《南京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构
建了“购、租、补”的人才安居体系，如针
对大学毕业生每月有 600 元的租房补
贴；高层次人才可拿到 300 万元的购房
补贴；符合特殊条件的人才可申请 90-
200 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等，尽展揽才
诚意。

目前，南京市人才安居受益面已达
11.4万人，发放人才安居补贴8.1亿元。

拒绝剃头挑子“一头热”，让市场叫
好又叫座

80 万平方米，这是今年南京市计划
筹建人才安居房的总面积，目前已有约
51.16 万平方米落实到位。明年计划筹
建90万平方米。

如何保障如此规模工程量的顺利完

成？除依靠政府主导，还需更好调动市
场积极性，以防剃头挑子“一头热”。

“商品房项目出让竞价达到最高限
价后可转为竞争人才房建筑面积，竞拍
面积最大者为竞得人。目前，南京已有
34 个竞配建项目，配建人才房面积 37
万余平方米。”南京市房产局安居处工作
人员介绍，政府要求对住宅占地面积超
5 万平方米的商品房项目，配建不低于
住宅总建筑面积 5%的人才房，无偿移
交给政府指定部门或机构。建设单位完
成人才安居房竣工备案、办理产权首次
登记时，相关部门应同时配合房源接收
主体办理产权移交登记手续。

移交登记手续一次性完成，大大减
轻建设单位的负担；楼盘配建人才房，市
场会认为居住人群素质较高，利于商品
房销售，因而广受各方好评。

增强聚才“黏性”，“引进来”也要“留
下来”

释放“政策红利”是吸引人才的第一
步，人才引进来后能否留下来，并非仅靠
政府大把撒钱就能实现，只有聚焦产业、
服务企业，降低企业引才成本，才能增强
城市聚才“黏性”。

记者发现，江北新区人才公寓、江北

新区研创园二期人才公寓、浦口区巩固
6 号地人才安居住房、桥林先进制造业
基地产业人才共有产权房，这些将于一
两年内竣工交付的人才房无一不建在南
京市产业布局的热点地区。

为降低企业引才、用才成本，总部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符合南京市发展方
向的企业登录“南京市人才安居信息服
务平台”提交相关信息，经审核通过后会
被认定为“人才安居单位”，这也意味着
企业符合条件的员工都有机会享受安居

政策。目前，南京已有近2000家企业通
过认证。

“‘不见面’审批，不论个人还是企
业，随时随地可在‘南京市人才安居信息
服务平台’‘我的南京’APP 或‘南京房
产微政务’微信公众号提交人才安居申
请。”南京市人才安居办公室负责人表
示，南京将进一步推进人才安居公共租
赁住房审核、分配、管理等工作，让人才
在南京安身更安心。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彬彬

“企业博士安居工程”引发关注 ——

南京：筑巢引凤，让人才安身更安心

视觉中国供图

装备制造产业，突出核心技术

一个个“国之重器”，不是一蹴
而就诞生的，离不开装备制造业蓬
勃发展的支撑。记者在 7 月 12 日
举办的装备制造大赛上看到，装备
制造项目的比拼，关键正在于核心
技术。

报废光伏组件组成复杂、难以
拆解，回收利用是一大难题。此前，
欧盟地区采用高温热解法，日本则使
用粉碎填埋法，在国内一些地方甚至
只能非法焚烧处理。

常州睿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的物理拆解技术让这项难题有望破
解。在自动化拆解装备运作下，被高强
度EVA胶粘结的各层材料被精巧地片
片剥离，物料回收率超95%。公司副总
经理庄虎梁介绍：“这一过程中化学试剂

‘零使用’，三废‘零排放’。”
应急电源车，是应急通信、电力保

障等紧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帮手，但工
作噪音往往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江
苏智屯达车载系统有限公司研发的静
音应急电源车创造性地使用内部整体
发泡处理，可将运行噪音稳定降低到30
分贝以下，工作也更高效。

以核心技术为支撑，智慧化，成为新
一代装备制造的显著特征。

随着智能拣货车的备料提示灯亮
起，工作人员娴熟地在屏幕上点击操
作，物料的准备情况被实时上传到系
统中以便查看；生产过程中产品出现
问题，将信息录入之后就能即时处理
⋯⋯这是常州精纳电机有限公司“智
慧工厂”项目的生产场景。“下一步，我
们会继续引入协作机器人、智能立体
仓库等，实现生产工序自动化，同时通
过手机APP实现对整个工厂的数字化
管理。”公司运营副总王勇说。

装备制造业，一直是我省的主导产
业、优势产业。自2010年起，全省已累
计认定1076个省首台（套）产品。为增

创竞争新优势，我省实施高端装备研制
赶超工程。目前，全省已累计组织实施
47个重点领域关键装备的技术突破和
水平赶超项目。一系列创新创业“商
机”正蕴藏其中。

电子信息产业，注重“场景应用”

在百度搜图时，有时你会发现图片
右下角标注“版权”二字，点击即跳到付
费交易页面。这是无锡电鲸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开发的“拍信-创意知产平台”的
一个功能。

“‘拍信’主要服务于具有版权需
求的中小企业，规范正版图片、设计字
体、动漫 IP 等素材的交易，同时运用
AI 技术智能分析图片内容，提取其场
景和相关标签，可轻松找到侵权方。”
公司行政总监杜俊表示，版权市场是
正在崛起的“千亿级”增量市场，“我们
搭建的正是‘视觉创作社区+视觉交易
平台’。目前，已有 40 多万视觉内容
创作者入驻。”

记者看到，随着数字化特别是 5G
技术的普及，注重“场景应用”，成为电
子信息赛区项目的显著特点。

市场上行车记录仪五花八门，但
仍有监控视角有限、无法和警方联动
等问题。江苏丰华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出一款融合 5G 和 AI 图像分析技
术的智能全景行车安全眼。该设备采
用业界唯一的双鱼眼单感光 720°全
景图像采集方案，实现手机端、PC 端、
车辆端等多终端实时监管。“5G 商用
后，可实现低延时高清晰度远程查

看。”公司市场总监孙葳介绍说。
交警开出的罚单、医生手写的病

例，未来都可以电子还原和储存。南京
孜博汇公司带来“纸笔数据化智能采集
服务平台”。创始人俞雷介绍，用户借
助书写笔迹在平台端整合和建模后，即
可同步向外输出数据，还可分析书写行
为，增强防伪鉴定，可广泛应用于公共
服务、医疗、教育等多领域。

个人信息“实名制、一站式”精准推送
的城市公共服务平台；覆盖1亿“蓝领”培
训、就业的大数据解决方案；线上线下联
动的中小学人工智能电子编程教育⋯⋯
一个个已然成熟的项目，展现了一个个充
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生活场景”。

发展新兴产业，还需瞄准三大方向

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一个个创新创业项目，展现了中小企业的
创新创业活力，也折射出其愈加成熟的对
产业的思考、对市场的预判。

——瞄准进口替代，是很多企业
的责任与“野心”。

光模块芯片贴装检测设备，是半
导体封测环节中把一颗裸芯片制成元
器件的关键设备，一直被欧美垄断。

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研发
的“5G高速光模块芯片高精度贴装检测
智能装备”，使用光机“电软工一体化”技
术，包括自动上料、贴装、检测、剔损等整
个工序，都是亚微米级识别、微米级搬
运，提升了芯片的对准角度和贴装精度。

“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进口替代。”
公司总经理吴超自信地表示，同等性能

下其设备价格约为国外设备的六七
折。目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
高校的微电子实验室已采购此设备。

——紧盯市场痛点，成为不少企
业创业的初衷。

地铁需要周期性检测，但目前耗
时耗力的人工检测仍占 95%。常州
沃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此研发了
一套隧道高速全息智能检测预警系
统。总经理刘晓亮介绍，相较人工
3-6 个月的检测和分析周期，该系统
将设备装在列车车头，以 80 公里/小
时的速度连续对整个隧道进行完整
检测，检测时间一举缩短至 6 小时以
内，“形成的大数据库更为宝贵，小到
病害预测，大到城市规划，都有它用
武之地。”

——看重未来前景，成就一批预
判准确的中小企业。

最近，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政
策引发广泛关注。“我国仅有不到 3%
的垃圾能回收利用，产业空间巨大。”
江苏路通达公司总经理曹文全说。

要扔垃圾先“刷脸”；投入的垃圾
被精准称重，一旦发生分类错误，系统
结合垃圾重量、投入时间等将追溯到
个人；正确投放者赢得的“点数”可兑
换奖品⋯⋯为有效监管垃圾分类的实
施、降低人力投入，该公司研发出“智
慧环卫综合管控平台”。目前，该设备
已在部分城市投用，预计今年公司能
实现营收5000万元。

本报记者 付 奇
实习生 颜 颖 徐秋语

瞄准进口替代 紧盯市场痛点 看重未来前景

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微创新”

短 评>>>

激活“微创新”

聚成“滔天浪”
中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大型客机

C919，作为“大国重器”，凝聚着22个省
市、200 多家企业、近20万人的“创新力
量”；世界上首个触摸屏，其革命性质变
的过程，是由每一个小部件的“微创新”
积累而成。

当下，新产业革命对中小企业至关
重要，中小企业必须在创新创造上有谋
划、敢担当。一个个中小企业自觉投身

“微创新”，既是各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途径，而聚沙成塔效应也让整个产业发
展获得了新动能。

如何“微创新”？企业应主动有为，提
升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深耕细分领域，
集中精力重点突破；同时创新管理模式及
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等，创造“高精尖”的产品和服务。
只有让“微创新”成为企业血液的一部分，
才能让哪怕成功百分比很小的“微变化”，
暗暗激荡起层层水波，慢慢汇成开辟新行
业、带来新职业、增添新活力的巨大源泉。

支持中小企业“微创新”，全社会
责无旁贷。创新生态的构建，营商环
境的形成，往往需要很多相互关联、
相互依赖的元素构成。金融企业要
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丰富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产品；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也要与中小企业共建
研发机构、联合开发项目、共同培养
人才，激发协同创新的潜能；各级地
方政府更应聚焦政策资源，进一步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大幅降低创新创业
成本，让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
力得到充分释放，为区域发展供给养
分，也为产业跃升积蓄力量。

我们相信，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
争力为中心，热情而坚定地持续创新，
中小企业必能乘势而起。企业“微创
新”，最终必能汇成颠覆产业发展的

“滔天巨浪”。 付 奇

“
视觉中国供图

产经纵横
中小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子，往往有着更敏锐的创新灵感、更实际的创新方向。

2019年“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南京启动。从苏南到苏北，高端制造

装备、电子信息、大健康及新材料等三场企业赛和一场创客大赛竞相登场，其中新兴产业项目占比

近八成，各类折射产业发展新方向的创新项目让人目不暇接。

到底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踩准“风口”？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又该瞄准什么方向进行“微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