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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中关村是中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是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和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主阵地，始终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核心任务，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未来将加快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而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目前，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为 488 平方公里，形成了包括海淀园、昌平园、顺义园、大兴 - 亦庄园、房山园、通州园、东城园、

西城园、朝阳园、丰台园、石景山园、门头沟园、平谷园、怀柔园、密云园、延庆园等 16 园的“一区多园”发展格局。充分发

挥辐射和链接作用，与其他地区共建 24 个合作园区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建设雄安新区中关

村科技园、天津滨海 - 中关村科技园等合作园区。此外，在硅谷、伦敦、东京等设立了 14 个海外联络处。

中关村是我国科教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作为我国新兴产业的策源地，中关村示范区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

健康、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交通、新兴服务业等六大新兴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企业近 2.5 万家。示范区内有清华、

北大、中科院等为代表的高校院所约 400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约 120 家，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约 90 家，大学科技园 29 个，留

学人员创业园 42 个，股权投资机构约 1500 个，社会组织约 590 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约 300 个。两院院士 795 人，企业从

业人员约 281 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59.8%），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从业人员 5 万多人。

zgcgw.beijing.gov.cn指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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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成立于 1984 年。三十多年来，作为中国科协重要的民间对外科技交流窗口，中心承担国际民间科技

交流任务，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项，努力提升中国科学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承接海智计划工作任务，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努力搭建海外智力为国服务平台，积极组织海外专家回国 / 为国服务；服务中国科协“一带一路”计划，落实中国科协“一带一

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项目，畅通科技交流合作新渠道；承担科协外事服务工作，搭建科技人文交流新平台；承办对外合

作与交流活动，推进科技协同创新，打造双边合作新模式；承接国内外会展业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专业、广泛的服务平台，

为宣传国家创新战略，科技成就和传播我国高端学术成果搭建高效的交流平台；发挥科协优势，紧密围绕地方科技需求，与地

方产业经济相结合，拓展项目合作新机制；根据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和地方科协的需求，通过在地方举办高端研讨、培训、专题

调研与双边交流等，协助解决学会和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和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www.cist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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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单位

中国技术交易所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于 2011 年 1 月在科技部指导下发起成立，以促进中国对外开展跨境创新技术商业价值转

化合作为使命，作为国际技术转移行业组织，以市场化机制搭建国际技术转移第四方平台，在供应端组织国际技术创新优质资源，

构建创新协作网络，覆盖全球 35 个国家 610 家国际技术转移机构，聘请 168 位国际技术转移影响力领袖加入 ITTN 国际委员会，

建立 7 个海外分中心和代表处；在需求端，ITTN 发掘国内产业合作需求，促进第三方中介机构专业化发展，整合跨境创新技术

商业价值转化“价值链”专业服务机构能力，在国内 13 个城市设立办公室，每年组织海外创新技术项目 3000 个，开展交流活

动超过 300 场次。为赋能技术转移第三方机构，在科技部支持下，ITTN 以《APEC 技术转移指南》为大纲开展中国国际技术

转移经理人培训、认证、考试，2014 年迄今在国内近三十个城市举办，是目前国内唯一举办国家级同类专业人才认证专业组织。

2018 年，ITTN 获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与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共同认定，成为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类），在科技部认定的全国累计 729 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之中，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全国

有 45 个，ITTN 是唯——家以国际、科技创新及平台服务为核心定位，以市场化机制运行发展的国家级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ittn@ittn.com.cn

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中技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科院联

合共建的技术交易服务机构，注册资金 2.24 亿元。中技所是全国唯一一家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服务

平台。

自 2009 年组建以来，中技所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确立了“立足北京、服务全国、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技术交易中心市场”的发展目标，以技术交易为核心，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

为科技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客户提供技术交易及科技成果全流程服务。

中技所的创新资源来自于全国乃至全球 30 余个国家、专业服务遍布全国各地。同时依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技

术交易全程服务公共支撑平台”，并依托该项目建成“技 E 网”（www.cte.cn）, 开展“互联网 +”模式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截止 2018 年底，中技所成交项目超过 20000 项、服务客户超过 30000 家、积累优质项目积累超过 31 万项，并向各地客户推

荐超过 10 万项；涉及 11 个大类，99 个小类；共建设线上分平台 104 个，其中区域性平台 83 个，行业性平台 18 个 , 国际业

务平台 3 个。2017 年交易额超过 345 亿元，2018 年交易额超过 461 亿元，累计交易额突破 2000 亿元。

jyu@cte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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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简称“天合转促中心”）是一家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聚焦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

业综合服务平台，2017 年被北京市民政局评定为 4A 级社会组织。

天合转促中心具备较强的政府服务、地区产业服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服务和企业服务的能力，先后被中国科协认定为“创

新驱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北京科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京津冀三地科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北京

科委创新创业专业开放平台”、“北京市京台科技合作平台”、“中关村综合创新服务平台”、“北京市海智服务平台”、“海

淀区创新驿站”、“北京高新科技成果转化联盟”、“中关村军民融合平台”等资源型平台等。天合转促中心还与全国 65 个地

方政府合作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通过培育复制天合模式，助力当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

thkj@techchina.org.cn

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服”）成立于 2020 年 9 月，首期注册资本 4 亿元，是中关村发展集团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北京市政府批复的综合改革方案精神，推动向“轻资产、强服务、活机制”发展转型，实

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全资设立的市场化平台公司。           

中关村科服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产业组织能力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以市场化机制为驱动，以服务双创主体为使命，

广泛链接创新要素资源，构建以中关村创新创业大数据服务平台、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泛科技服务平台和综合配套服务平

台为代表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业务体系，充分发挥“导入口、连接器、放大器、加速器、催化剂”的功能优势，助力服务对

象实现创新、创业、创富，逐步形成高端化、特色化、差异化的科技服务新生态，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和中关村“241X”高精尖产业集群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关村科服将坚持“普惠、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足京津冀、辐射全国，链接海外，积极打造和推广“中关村科服”

品牌，努力发展成为国际领先、中国一流的全周期、管家式、一站式科技服务运营商。

zgcservices@zgcgroup.com.cn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ZGC Tianhe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

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京 IP”）成立于 2014 年 7 月，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北京市政府

发文设立，是我国首个知识产权运营国有平台，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事业的探路者，中关村发展集团打造国际一流创新生态集成

服务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盘活知识资产、促进价值实现”为导向，以“资本运作 + 专业服务”为手段，北京 IP 成功打造了高价值专利培育运营基金、

互联网 + 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大数据智能分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维权保护等创新模式，承担了我国首个高价

值知识产权培育运营国家专项（智能传感方向）、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等任务，成功开发了全国首个智

慧园区科创能力分析管理系统、线上专利交易平台 IP Online，探索打通知产、资本与产业之间的链接通道。截至目前，累计受

托运营高校院所优质专利 32000 余项，服务科技企业 200 余家，提供知识产权大数据智能分析服务近 14000 次，融资服务规

模超过 10 亿元，盘活知识产权超过 1100 项，已成为国内领先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

面向未来，北京 IP 积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致力于为中关村创新生态提供知识产权智库、顾问、管家服务，

助力高质量知识成果创造、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高效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事

业的旗帜、中发展专业科技服务的名片。

service@beijingip.com.cn

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高

校技术转移机构发起成立的公益性组织。联盟坚持“公开、透明、公益、服务”原则，搭建“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的公共服务平台，着力提升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行业发展水平，促进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联盟高校成员已覆盖 40 多所北京著名高校，打造了“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科

转智库”沙龙等品牌活动，建设“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智库”，开展高层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培训，推动了资源开放共享，实

现了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了行业发展。随着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有志于促进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的重点企业、服务机构、金融资本等单位正在不断加入联盟。

butta20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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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

中关村宽带无线专网应用产业协会

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是中关村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行业组织，2019 年 9 月 27 日成立，目前协会有会员单位 80 余家，

包括北大、清华、北航、北理等 17 家高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微生物所等 13 家科研院

所的技术转移平台；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友谊医院等 5 家医院的成果转化办公室；中电科信息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全球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等 6 家大企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北大科技园、中科创星、埃米空间等 17 家孵化器；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关村

天合等 20 余家各类科技服务机构。

协会在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将进一步参与并支持各区县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工作，充分借助协会国际国内汇资源

优势，发挥技术经理人作用，将成果转化、技术转移过程中全链条各环节、各要素协调、集成到一起，并联合各个区提供空间、

政策、资金等落地支持，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zgcttp@zgcttp.org

中关村宽带无线专网应用产业协会是北京市 5A 级社团组织，多年来荣膺中关村优秀社会组织，中关村标准创新试点联盟，

中关村 A 级产业技术联盟以及北京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A 级产业技术联盟，同时是中关村第一家从事芯片研发管理的社团

组织。协会由中国信科、中国普天、华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龙头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组成，连续多年

承担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体组工作，并承担了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科委等

委托的逾百项国家级、省市级委托项目。协会牵头组织或参与了 53 项国际国内标准的制定，促成了超过 1200 项国际国内技术

交易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联合意大利、韩国、德国多个国家的高校机构打造多个国际化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并向协

会成员单位及全球能源、交通、公共事务等行业用户单位开放共享。

Info@bwpforum.org

中方成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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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ISTA）

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北京中心”）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28 日 , 是经原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

国科学院批准成立，由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专门从事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服务机构，也是科技部

认定的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北京中心在业务上接受中科院北京分院的直接领导，是中国科学院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技

术转移工作的重要平台。

北京中心秉承“创新技术转移模式，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不断

探索机制体制创新，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不断完善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务。

北京中心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整合院内外科技资源，并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形成了以重大项目推

进平台、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技金融平台、国际技术转移平台、京外科技合作平台、知识产权平台及技术转移产业联盟为主

体的“6+1”技术转移工作体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下，北京中心不断进行市场化探索，形成了以“科技智库、科

技金融、科技培训、科技孵化”四轮驱动的市场化业务体系。

caszyzx@cashq.ac.cn

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ISTA）在中国前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支持下于 1995 年正式成立，其后通过不断发展，成

员现已包括中国、英国及美国等地的著名高等学府共 29 所及 6 名个人名誉会员，通过荟聚各成员院校的科技资源和卓越人才，

致力推动应用科研、技术转移及科技成果在本地及世界市场商品化、产业化。秘书处位于香港理工大学。

ISTA 以汇集国内及国外杰出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为工商界提供多元化及具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及知识，对工商界作出贡献，

及促进工商界与成员紧密的伙伴关系为宗旨；促进成员间分享高校及科技管理的经验，增强国际化互动和产学研合作；加强各

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以促进知识交流，及提升学术与应用科研的水平；推动自行组织的或合约性的科技及产品研究开发、

顾问服务、科研成果及专利科技的商品化。

自 1995 年成立迄今，ISTA 遵循「科教兴国」的前提，以科研推动技术创新，实现高科技产业化。面对知识经济新时代，

通过共同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借镜国际先进的优化管理机制，促进高校产学研的可持续发展，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作贡献。

ista.secretariat@polyu.edu.hk

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

中国高校（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主要对应世界贸易组织讲席计划的三大支柱（教学、研究、信息传播）。

世界贸易组织讲席计划（WTO Chairs Programme，简称 WCP）是由世贸组织秘书处发起的全球性项目，旨在通过在全球范

围内选拔设立世贸组织讲席并与之长期合作、资助讲席特聘教授的学术活动来推动国际贸易和贸易合作领域的教育、研究和信

息传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公众、政策制定机构对贸易体制的认知和理解。世贸组织秘书处在提供技术援助时会将这

些机构视为官方合作伙伴。2009 年 11 月，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磊教授作为中国代表，经过与世界贸易组

织 70 多个成员方代表的激烈竞争，最终成功申请“世界贸易组织讲席计划”，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讲席特聘教授。

我校世贸讲席工作被世贸组织前任总干事拉米先生多次点名表扬，秘书处认为张磊教授领导的讲席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成功

故事。在我校与世贸组织联合举办的“世贸组织 20 周年暨主题报告发布仪式”国际研讨会上，世贸组织易小准副总干事特别肯

定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作为讲席院校以及张磊教授作为讲席特聘教授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的积极和重要

作用。

在世贸组织讲席计划下，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采取按谈判议题展开国际、国内同步联合研究（驻院或非驻院两种）

的方式运作。研究院建立访问学者制度，邀请具体议题领域全球顶级学者或谈判专家领衔就有关专题展开针对性研究。通过中

外合作研究方式，培养出一批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国际场合分享中国谈判经验的专家学者队伍。

wtocic@sina.com

中国高校（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简称“华南中心”）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区域性的产学研合

作公共服务平台。华南中心作为《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十三五”产学研合作协议》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承担着教育部“蓝

火计划”在区域地区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

华南中心的工作目标是吸引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机构集聚落地，立足大湾区、辐射全国，深度服务中

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探索高校创新资源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和企业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的体制、

机制，建设以需求为导向、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创新集成服务体系，促进产学深度交流与合作、科技与金融互动发展。

华南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承办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运营“网上科交会”、探索建设大学创新园、搭建“企业家协同创

新俱乐部”及校企产学研合作平台。华南中心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李志民同

志任主任委员。华南中心下设公共事业发展部、大湾区城市合作部、产教融合项目部等工作部门。

maiqiulong@south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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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华东）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

高校（华东）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China University S&T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center（简称华东中心）是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在华东地区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公 共服务平台。作为《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实施方案》（皖政办（ 

2016） 40 号）的行动实践之 -, 在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由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与时

任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共同揭牌。

华东中心主要承担着教育部 " 蓝火计划 " 在华东地区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实行 " 蓝火计划”产学研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下

的中心主任办公会负责制。华东中心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为华东中心重大业务项目提供专 项咨询和指导，专家顾问委员会主

任委员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周静同志担任。华东中心属于非盈利 性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机构，下设：产业发展部、

会展事业部、办公室、财务部等若干职能部门。

kjhzc2018@163.com

清华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11

工程”、“985 工程”，入选“2011 计划”、“珠峰计划”、“111 计划”、“强基计划”，为九校联盟、松联盟、中国大学

校长联谊会、亚洲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清华—剑桥—MIT 低碳大学联盟成员。

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充分瞄准市场需求，着力培育高价值专利，对重点团队、重点领域进行专利布局与检索。另一方面，

学校还及时出台政策配套文件，为该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统计，2016 至 2018 年，学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合计达 14.6 亿元，技术转让（包

括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开发、咨询、服务合同总金额 70.3 亿元。

技术转移服务是技术转移研究院的核心工作。针对电子信息、生命健康、装备材料、能源环保等重点学科和产业领域，技

术转移院配备了专业的技术转移经理，为广大师生提供从专利布局、价值评估、技术推广、商务谈判、方案设计、协议拟订、

项目报批等全流程的专业化服务。

thx@tsinghua.edu.cn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是学校主管横向科研及成果转化工作的职能部门，

由校长授权对外签署技术合同。

部门职能包括：统筹协调和管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工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审核、签署技术合同及相关合同，管理横向

科研经费；负责校企科技合作，管理校企联合研发平台；负责学校技术转让、技术入股与专利运营工作；统筹管理校地科技合

作和学校在地方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负责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技术研发与政策研究。

2011 年 4 月，北京大学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科技开发部合署办公。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是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京津冀技术转移协同创新联盟理事长单位、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理事长

单位、北京技术市场协会优秀技术转移机构、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

kjkfb@pku.edu.cn

北京理工大学作为承担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单位，重视激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健全人才评价

体系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主体，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技术转移模式，在高等院校中发挥了较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统计，2016 至 2018 年，学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

金额合计达 4.5 亿元，技术转让（包括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开发、咨询、服务合同总金额 29.2 亿元。

北京理工大学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首批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行列，

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高等学

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6 年初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简称中心）。同年，为了弥补传统机制的不足，发挥市场活力，注册成立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作为中心的市场化运行平台。中心和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心主要履行

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审批和报批等职能，公司则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有效解决传统管理部

门在人员聘用、激励和约束等方面受事业体制制约的问题。 

ttc.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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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JITRI）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定位于科学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通道，为产业发展持续提供技术。JITRI 由总院、专业性研究所、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组成，实行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目前，在先进材料、生物与医药、能源与环保、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产业领域设有专业研究所 

52 家、在纳米技术、医疗器械、智能装备、激光与光电、通信与网络、环保装备等领域有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7 家，与大 全集团、

上上电缆、多伦科技等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 59 家。

JITRI 始终坚持以构建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为基本方向，把服务中小企业和突破产业共性技术问题作为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主要功能。开展合同科研、技术转移、国际交流等专业化服务，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和开放性研究平台，为中小企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官网数据显示，JITRI 专业研究所累计转移转化技术成果 2600 多项，累计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近 490 家，其中

已上市和拟上市的衍生孵化企业 18 家。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共引进新型研发机构近 120 家，高层次人才近 1500 人，创投 资金

总额约 300 亿元，启动 20 余项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未来 JITRI 将建设成为全球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聚集地和产业技术输

出地，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持续提供技术支撑。

service@jitri.org

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

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要负责统筹开展北京工业大学成果转化全局工作，建立科技成果评估评价机制，开展专利布局、

运用及转化，发掘可转化的科技成果，提出转化建议和营销方案，进行市场推广和企业对接。

liushiwen@bjut.edu.cn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 1960 年，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理、工、经、管、文、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是国家 21 世纪

重点建设的百所高校之一。

为了实现把北京工业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改革精神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经 2014 年 8 月 26 日第十届 107 次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和 2014 年第 22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撤销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处。

科学技术发展院的职能为：负责从科研项目的争取立项到验收鉴定、申报专利和奖励、直至后续产业化工程与应用转化的全过

程，实现对学校科技活动人员、项目、经费、成果、基地的专业化、职业化主动服务、培训、协调、组织管理与开拓，履行各类项

目经费预决算管理、“法人责任制”、“2011”协同创新，贯彻落实“京校十条”，整合管理科技服务资质和专职科研编制人员等。

科学技术发展院下设 7 个处（室），包括综合事务和成果办公室，纵向、基地和国际合作办公室，协同创新和专项办公室，

人文社科处，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办公室，先进技术办公室，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挂靠北京工业

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

www.2nd.bjut.edu.cn/kjcxn

首都医科大学科技园

首都医科大学科技园下设首科医谷、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药学研究平台、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测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部。

首科医谷是依托首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医学科技资源，建立的以医学转化、医疗技术服务为核心的，涉及生物医药和医

疗器械研发、健康管理、养老等创新创业的专业孵化体系，体系由六个单元构成，体现：“协同 创新 服务 共享”理念。

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是经北京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首批认定的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于 200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揭牌运行。中心依托首都医科大学，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医药集团、北京医药

行业协会作为合作单位共同参与建立。北京首医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的具体运营单位。

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依托，通过整合高校、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

对创新科技成果进行评估、孵化、培育，旨在搭建起一座高校、科研院所与医药企业之间的桥梁，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和咨询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科技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促进医药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全面提高北京制药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

竞争力，为北京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

www.ccmu.edu.cn/kxyj_6480/cgzh_6486/kjy_811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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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东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坐落于陕西西安，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等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是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中国成立以来，

西工大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960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七五”、“八五”均被国务院列为重点建设的全

国 15 所大学之一， 1995 年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是“卓越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先后获得“全

国文明单位”、“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高校”、“全国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和表彰奖励。

学校秉承“公诚勇毅”校训，弘扬“三实一新”（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开拓创新）校风，扎根西部、献身国防，

历史上书写了新中国多个“第一”，今天在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上续写新的辉煌。

学校办学资源富集，学科特色鲜明。现有学生 31000 余名，教职工 4000 余人，占地面积近 5400 亩，设有 23 个专业学

院和国际教育学院、教育实验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学院。拥有 67 个本科专业，34 个硕士学位一级授权

学科，21 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21 个博士后流动站。其中，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 5 个学科

群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 1%，形成了以三航学科群为引领，3M（材料、机电、力学）学科群、3C（计算机、通信、控制）

学科群、理科学科群和人文社科学科群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pub@nwpu.edu.cn

东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于 2009 年，是江苏省科技厅第一批批准设立的江苏省高校技术转移中心 , 并被科技部认定为国

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011 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地方科技部门和企业的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地方、企事业单位

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服务，加快科技成果向地方转移和转化，构建完善产学研互动平台和长效机制，中心积极谋划

技术转移转化网络建设，先后在省内外设立了 50 余家技术转移地方分中心。

2018 年，学校设立“南京东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运作实体，以市场化手段专门从事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运营工作，集合一批通晓技术、法律、经济金融、商业谈判的技术经理人，进行运

营推广，为专利技术持有者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务，让发明人回归科研，让经理人对接市场。

www.seu.edu.cn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始建于 1999 年 6 月，是代表西安交通大学从事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股权管理、产学研

合作的综合服务机构。为探索技术转移工作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学校同时成立了西安交大技术成果转移有限责任公司，中心与

公司一体化运作。2001 年中心成为国家经贸委和国家教育部首批认定的全国六家高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一，2008 年中

心被科技部认定为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中心目前已布局 20 余个地方分支机构，目前已拥有一支近 20 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走访高校教授 500 余人次，挖掘

高价值专利 100 余件，整理完善科技推广项目 200 余项，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 100 余场，调研企业 2000 余家次，解决企业难

题 100 余项。2019 年中心牵头完成了“压电单晶”产业化项目作价 1.25 亿元落地扬中市。

近年来，中心围绕着四个层次定位“服务学校产学研体系建设、服务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服务陕西、辐射全国”，着力

打造一支以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对内深挖、对外开拓，逐步建设成独具特色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建立于 1960 年，是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直属高校，1994 年划归上

海市人民政府管理，2009 年入选世界首批、中国唯一的 WTO 教席院校。2019 年，学校在新一轮世贸组织区域贸易政策培训

合作伙伴（WTO 亚太培训中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该组织在亚太区以及中国内地唯一一所官方合作院校，为服务我国参与

国际经贸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平台。

学校被誉为“中国对外经贸人才的摇篮”，建校以来培养了 8 万余名毕业生，为我国商界、学界和政界输送了大批精英人

才和业务骨干。学校坚持全球视野、服务中国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复关”“入世”谈判研究，“入世”之后又在 WTO

各项关键议题谈判、贸易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咨政建言作用，并在我国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特别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xb@s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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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广东工业大学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院

四川大学科技园创办于 1999 年 12 月，2001 年 5 月被科技部、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并挂牌，2005 年 12 月被科

技部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科技园是四川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机外延，是四川大学发挥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

促进开放协同发展等功能的重要平台。在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四川省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科技园依托四川大学

雄厚的科技、人才优势，逐步实现了 " 三基地、一中心 ", 即技术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和创新

创业人才培育中心的目标；构建了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行政服务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和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体系；

在学校主校区及周边已建成孵化空间 3 万余平方米主园区。

科技园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四川省技术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服务机构、首批企业专利交流工作站、

国家科技计划先进服务机构、全国首批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二十周年先进单位，并在 2012 年

第二次全国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中获 A 类（优秀）大学科技园殊荣。

guhuayan@scuspark.com

广东工业大学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院为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策部署，高效配置学校与地方创新资源，

统筹协调校地协同创新平台发展，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学校建设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高水平大学提供支撑，学校成立了产

业技术研究与开发院（以下简称“产研院”）。目前，产研院统筹协调的协同创新平台共 11 家。近 5 年，协同创新平台累计获 

得地方政府启动资金 10 余亿元，吸引社会投资超过 40 亿，引进和培育高端技术团队 60 余个，引进高端人才 400 余人，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近 10000 人次，累计申请专利近 1000 件，获授权 500 余件；建设了 4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 家国家级众

创空间、7 家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1 家广东省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孵化科技企业 500 多家。产研院全力打造“智汇 +”

技术众包平台，建立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展示、互动交流、供需对接、产品交易于一体、线上线下全覆盖的产业创新服务生态网，

在库项目总数达 1200 多个，科技成果总数超 20 万个，成交项目数 1000 余个，交易额突破 1.4 亿元。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江南大学与无锡市政府合作共建的政产学研基地和科技企业孵化器， 2006 年获批“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是特色鲜明的师生创新创业示范园。始终坚持“基于专业、服务产业、引导创业、带动就业”的理念，依托江南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双一流学科和人才优势，建成了基于“成果转化—产品开发—企业孵化—品牌运营—市场推广”

全产业链的双创支撑体系，培育以大学生为主体，以教授团队为支撑的双创生力军。

园区先后荣获人社部“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无锡市唯一一家）、工信部“国家小型微型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科技部“健

康食品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无锡市唯一一家）、科技部“国家级众创空间”、教育部科技部“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服务机构”、共青团中央“青年创业就业见习基地”等荣誉，同时也是目前江苏省唯一一家获得省发改委、

科技厅、教育厅、工信厅、人社厅五个主管单位认定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jndxkjy2001@163.com

吉林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

吉林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成立于 2012 年，是负责学校自然科学横向科研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协调和推进校地、校企产学

研合作的管理机构。

吉林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以吉林大学雄厚的科技资源为后盾，紧密联合校内学科团队，深入探索政产学研科技合作创新

机制，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推进校地、校企、校校合作；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

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协调、组织重大项目的科技攻关，提高学校产业技术研发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率和成功率；立足吉林、辐射东北、面向全国，与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共同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转移中心、研究院、研

发中心等），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融合。

gyzy@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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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中韩企业合作创新中心

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 2017 年 11 月于昆明举办的“智汇昆明”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昆明峰会上，29 名金砖国家官方代

表共同见证《2017 昆明金砖国际技术转移创新协作论坛关于促进金砖国家国际技术转移协作联合宣言》，并签署了《关于共建

金砖国家技术转移合作机制的框架协议》，筹划成立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并在昆明设置秘书处的正式提案。

在 2018 年 7 月举办的第六届金砖国家科技部长级会议上，中方代表就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提案进行了正式汇报，并获

得通过，写入会后成果文件《德班宣言》，明确将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伙伴关系工作组的指导下正式启动，成为金砖国家

首个技术转移官方合作机制。

2018 年 9 月 10 日 - 12 日，第二次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伙伴关系工作组会议在昆明举办，中方代表就金砖国家技术转移

中心建设计划进行了专题汇报。在会议上，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昆明市人民政府，以及来自金砖国家

的 50 余位官方代表的共同见证下揭牌落地昆明。中心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支持与指导下，由昆明市科学技术局、国际技术转移

协作网络（ITTN）负责建设工作。

BRICSKunming@163.com

2013 年 6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大韩民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和大韩民国

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就中、韩两国共建“中韩企业合作创新中心”合

作达成一致，并在两国共同发表的《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予以提及。按照中国科技部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的总体安排，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与韩国产业技术振兴院（KIAT）建立联系、协商沟通、

密切配合，就共同筹建“中韩企业合作创新中心”开展合作，以推动中国和韩国之间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韩国科学技术政策

研究院 （STEPI）也是其重要合作伙伴。中心自成立以来，组织或建立了中韩企业合作创新联合示范中心、中韩青年创新创业

协作平台、中韩青年创客节、中韩首都经济圈创新合作论坛、中韩技术转移培训等项目，为中韩青年创新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

孵化服务；不定期举办综合性和专业技术领域产业、政策、学术交流活动、培训、展览会等，为中韩双方创新主体搭建沟通交

流的实体平台。

China_Koreacenter@163.com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青岛）

2014 年经科技部批复，青岛市建设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是全国“2+N”技术转移体系内唯一的专业特色技术转移集聚区。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发挥青岛市海洋高科技研发及产业基础条件和优势，以“一谷两区”实现功能布局，蓝谷作为海洋科

技创新源头，高新区作为海洋科技转化孵化区，西海岸经济新区作为海洋科技产业化基地，构建“源头供给—转化服务—产业培育”

海洋技术转移工作链条，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支撑。青岛市涉海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2015 年的 4.32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21 亿元， 2020 年有望突破 25 亿元。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以建设国家海洋技术交易市场为载体，依托涉海的高校院所、领军企业围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

材料、海工装备、海洋信息等领域，截止目前已建设 17 个专业领域分中心，打造形成“一总多分”的海洋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与驻青高校、国际知名机构联合共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承担科技部火炬中心、科技评估

中心培训任务，与“2+N”其他基地合作，面向全国开展技术经纪人、技术经理人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培养。

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

推动亚欧两大洲之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对话与沟通，创造利于亚欧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创新合作条件和氛围，促进亚

欧大学院所、企业等机构间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在亚欧国家间广泛、有序的市场化转移，促成亚欧各类创

新主体之间实质性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工作职责包括通过扩大政府间的交流，扩大市场化的合作渠道，促进区域间和集群间的合作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

亚欧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通过促进技术转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产业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解决共同问题，实现共同繁荣。

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秘书处，秘书处作为亚欧科技创新中心的总体协调组织机构，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国联络处推动成员

国间科技创新的交流与合作。在希腊分别设立欧洲协调机构，负责牵头协调本地区成员参与中心工作；各成员在国家层面自行

设立联络点；根据领域下设领域分中心。

info@aseminnovatio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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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西安）

国家技术转移海峡中心（福州）

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暨丝绸之路经济带技术转移中心由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西

安科技大市场三家联合共建。

lin@xxfd.gov.cn

国家技术转移海峡中心是 2015 年 9 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复，依托于福建海峡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国家技术转移“2+N”

体系区域中心之一；同年 12 月，获批成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中心围绕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按照“政府引导、平台搭建、企业主导”的思路，立足福建、面向台湾、区域联动，

搭建技术转移公平服务平台，集聚技术市场各类要素资源，培育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拓展技术转移通道，促进技术交流、

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建成创新资源集聚、技术展示交

易活跃、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成效显著的海峡两岸国际化开放式技术转移平台，助推高质量赶超，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中心业务包括：搭建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培育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组织多形式多层次的项目对接活动；多

渠道拓展技术转移通道；开展其他相关公益性服务。

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

中国 - 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2013 年 12 月 20 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简称郑州中心）经国家科技部批复同意建设，以加速技术转移、促进利用

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及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为目标，是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

信息等资源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结合、推动产学研联合工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措施。

郑州中心是河南省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创新载体，是整合集聚创新要素、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依托，将打造集科技研发、

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对外交流合作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科技服务中心。郑州中心功能定位为国际国内技术转移、全省产业

集聚区技术转移服务、创新成果展示和发布、科技资源共享、科技综合服务、技术交易、科技金融服务、新兴产业研发服务等

创新载体，通过搭建全链条、全方位、高端化、前瞻性的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筑巢引凤，吸引科技研发、技术转移等公共

服务机构入驻，聚集、吸引国内外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到我省落地、转化、创新创业，形成以郑州中心为枢纽的跨区域、跨

领域、跨机构的技术流通新格局和覆盖全省、服务企业的技术转移网络，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以研发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

hnppc@163.com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事业，需要伟大实践。中国 - 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是响应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而设立的综合跨

国技术转移平台，承载着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科技交流合作的国家使命，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行动。

自挂牌成立以来，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已相继共建了阿盟、埃及、阿曼等 8 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 : 构建了以云计算、互联网等

技术为支撑 , 以“一站、三库、六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形成了近 5000 家成员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 围绕椰

枣产业、物联网应用、绿色智能节水装备等领域，组织实施了一批效果明显的跨国技术转移项目 ; 累计举办 20 多期跨国技术人

才培训班，培养了 - - 批具有“种子”效应的国际技术转移人才 ; 成功举办了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高新技术及装备展、

系列技术对接专场推介会，承办大型国际博览会能力得到了业界高度评价。

国家有期待，宁夏有担当。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将努力成为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谊、互信、合作的 科技桥梁。

casttc@l 26.com

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成都）

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作为区域性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遵循“聚集、筛选、撮合、转化”工作思路，以成都高新区菁蓉国

际广场 7 号楼为核心载体构建西南地区最权威的第四方综合性技术交易平台 ; 重点打造“1+4+N”的西南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

依托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人才培养基地持续开展 “技术经纪人培训活动，为全省累计培训 900 余名技术经纪人；承担全省参展深

圳高交会、杨凌农高会等全国性科技成果展览展示活动组展工作；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平台，面向创新主体开展技术转移、

创业孵化、成果展示等一站式技术转移服务，着力打造西部地区良好的技术转移转化生态圈！

scsttc@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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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湖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于 1993 年，1995 年经河南省编办批准为科技中介服务事业法人，河南省生产力促进协会理事

长单位，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单位，首批 10 家国家级示范中心之一，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类），

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河南省“科技贷”业务专业机构之一。中心内设技术转移服务部、科技金融服务部、咨询评估服务部、

人才培训服务部及综合办公室等四部一室，拥有办公服务场地约 1000 平方米，承担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郑洛新·中关村双

创基地的运营工作，搭建了河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形成河南省 863 科技孵化服务体系，成功将“863 科技园”

打造成为全省科技孵化器的优质品牌。2009 年 8 月被中国技术市场协会评为“金桥奖”，2014 年被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类），2017 年被河南省“科技贷”业务专业机构（全省两家），2018 年被认定为河南省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并连续十几年被省科技厅评为先进集体，在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真正起到了

一个国家级示范中心的示范带头作用。

hnppc@163.com

湖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湖北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是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为湖北省对外开展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的窗口，经国家科技部认定为湖北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其宗旨是通过请进、派出、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增进湖北省科学家、

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工作者与国外相应的团体、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湖北省各有关部门与国外科技团

体及工商界的联系，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湖北省首家面向世界的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

hbst2015@126.com

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科技大厦）是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直属财政性资金零补助单位，长期开展以公益性为主的技术转移成

果转化工作，促进了创新创业资源的开放共享和优秀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现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国家技术转移

人才培养基地。 业务范围：负责技术转让、转移、交易、培训、咨询工作；负责科技成果、产品展览展示，创新创业培训工作；

负责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等服务工作。

协同创新中心自成立以来，主要围绕技术转移对接、服务大局两方面开展工作，开展了技术交流交易与会议展览、技术培

训、科学普及等科技服务工作。近年来，积极对接承接“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建设”、“河

北省青少年科普知识竞答”三项重点任务，聚焦全省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平台创建，积极对接机关，着力培育“技术交易服务业

务、科技赛事科普活动承办业务、会展及培训服务业务、科技成果对接活动组织业务”四大主业，全力推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

全面打造河北省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平台。

hbkjkfzx@126.com

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前身为 1995 年 3 月开业运行的国家科技部与天津市政府联建的国家级常设技术市场——北方技

术交易市场。是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中国创新驿站区域站点，首批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天津市科技协作促进会秘书长单位、天津市技术

市场协会秘书长单位、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单位，京津冀技术转移协同创新联盟发起单位及天津秘书处、

京津冀科技院所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核心服务功能包括：技术转移服务、搭建创新平台、创业孵化服务、科技金融服务。

yuanhui@tj.gov.cn

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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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

长治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部

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于 1992 年，直属于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属公益二类性质事业单位，是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

心、国家科技成果评价试点单位、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国家创新驿站四川站基层站点、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四川省科技服务示范机构和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心致力于开展科技政务服务能力建设，承担了市科技局业务

综合管理系统建设营运工作。承担了各级各类科技项目申报服务工作，以及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的监理、验收服务工作。为

创新型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评价、咨询、培训、技术合同登记咨询等服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技术产权交易的配套服务。

承担科技园区（基地）及孵化器的建设和协调指导工作。负责运作成都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资金、成都市科技企业债权融

资风险补偿资金　和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引导社会金融机构和资本为从事科技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事业单位及在蓉转化的科技

项目提供债权、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等投融资撮合服务。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招商引资等工作。着力打造“科创通”平台，

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大力开展各类科技创新创业培训，致力于提升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拓展科技成果评价业务，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成果项目技术交易。

www.cdkjfw.com

长治高新区成立于 1992 年，2015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复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原有规划

面积 7.53 平方公里，2016 年 12 月，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大会之后，全面加快“整合改制扩区调规”步伐。2017 年 7 月，

省政府审议通过了高新区的扩区可研报告，并按程序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复。整合扩区后，高新区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7.53 平方公

里调整为 104.31 平方公里，共辖科技工业园、漳泽工业园、老顶山物流园、翟店工业园 4 个园区。

长治高新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初步形成了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健康食品、

现代服务五大重点产业，入区企业 7000 余家，其中工业企业 35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2 家。

长治高新区紧邻长治市主城区，交通便利，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片区之一。高新区确定了以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为主

攻方向，统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产业发展思路，力争通过 3-5 年的努力，建成千亿级产业园区。

长治高新区科技创新部职责主要是：统筹科技发展和创新体系建设工作；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执行工作；

负责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负责各类科技项目申报、扶持、落实工作；负责创新创业基地、平台

和孵化器管理工作。

www.czjssc.cn

北京国际交流协会

北京国际交流协会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对外交流团体，社团登记号为京民社证字第 0010353 号。我会成立于 1989

年，主要由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领导、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专职人员组成，聘请了数十位海内外知名人士担任顾问，

已有 200 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成为团体会员。目前协会在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设有常驻办事机构。三十年来，

协会先后多次组织大批人员到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进行参观考察、学习培训、洽谈商贸技术合作等活动，邀请海外各界友人

来华交流，增进了海内外科技文化和经贸交流与合作。近年来，我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有关部

分合作，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交

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协会宗旨：广泛团结国内外爱国人士，通过开展民间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为祖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dianjingli@bjiea.com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心是由中关村海兴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会、中控国际能源投资集团、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

究院、中钢冶金资源有限公司四家单位联合牵头发起成立。产能合作中心秘书处设立于中控投资集团，由促进会承担法人实体

职能。中关村海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会是在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经信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由海淀园

管委会发起了“海淀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联席会”，旨在整合海淀区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产业机构，推动海淀区新兴产业

集群、优质发展。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心发起单位及拟参与单位均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的重要企业，中心专家智库的专家也是“走

出去”战略人才资源富集地，具有多年来在国际项目合作领域的丰富经验。同时中心还汇集了一大批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长期从事经贸和基础建设的人才，及多年从事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的退休外交官、央企长期驻外代表及在外华人、华侨等。

www.brccc.org.cn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心

北京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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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高新区外企服务中心

青岛市技术转移中心

长沙高新区外企服务中心立足长沙高新区，服务于长沙外籍企业、涉外单位及国际性人才，提供成逻辑、成体系的专业化服务，

以提高长沙市的国际化程度及营商软环境。中心拟在跟长沙高新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增强中心即有职能，

增设国际人才之家、引智工作站等实体平台，主营方向为外事服务、注册登记代办服务、国际化人才鉴定、国际技术转移与孵化、

外企和涉外企业的政策申报等，将中心打造成一张特色鲜明的地区外事服务品牌。

Gogodown@qq.com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下简称中发院）是在科技强国背景下，于 2017 年 9 月，经中国发明协会批准，国内外百

余家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等作为发起单位倡议成立的成果转化机构。

以中国发明协会为首的资源支撑体系和以新奥集团为代表的创新支撑体系，是中发院的两大支撑体系。实际运营两年来，

已构建起一个集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产业运营、科技金融、知识产业运营、品牌培育、国际合作、创新培训等为一体的成熟

的科技生态服务体系。以国家级大赛、展会为牵引链接高端成熟的科创资源，以海外分支机构为工作触手挖掘优质项目，搭建

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维基中心线上平台，大力推动海内外优质科技创新项目落地产业化。同时，瞄准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

展方向，中发院实行“研究院 + 企业 + 项目负责制 + 驻院研究”的运行机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国际先进技术转移、

成果转化的国际化平台。

目前，中发院已筹建 1 个重点领域实验室、搭建 2 个科技服务平台、参与组建了 6 家国内外产业联盟，并近 30 名国内外

顶尖人才落地佛山，引进 36 个高端产业项目，其中 8 家已落地产业化。

caiat@caiat.cn

中国北欧创新创业基地 SSIEC 是注册于瑞典的协会，瑞典办公室位于斯德哥尔摩市松德比贝里区政府办公楼内。中国北欧

创新创业基地专注于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在科技和商业合作的国际交流平台，重点产业有智慧城市、医疗科技、北欧设计等。

与联合国驻华系统、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创新平台、北欧医疗科技集群、北欧各国驻华使馆与商会有密切合作。

中国北欧创新创业基地是北欧医疗科技科技展（Vitalis）的中国区唯一官方代表和北欧医疗科技集群的重要合作伙伴。北欧

医疗科技展于每年 5 月在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举办，是北欧地区数字医疗领域最大的年度盛会，得到北欧各国政府的大力

支持，每年吸引来自全球超过六千名医疗科技行业的专家及投资人，广泛覆盖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医疗服务、便携医疗设备、

药品研发、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领域。北欧医疗科技集群（HealthTech Nordic）是北欧五国的官方平台，有两百多家来自瑞

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的成员单位及企业，旨在扶持北欧医疗科技创新企业及技术先锋。

在智慧城市领域，中国北欧创新创业基地致力于将北欧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带到中国，并促成多项中方与北欧企业的合作，

于 2019 年 5 月得到由欧盟和中国科技部合作的“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创新平台”官方授予的“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项目”称号。

contact@ssiec.org

中国北欧创新创业基地（SSIEC）

青岛市技术转移中心长期开展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服务工作，是青岛市推动产学研合作的专业化服务机构。2008 年被科技

部认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专利技术（青岛）展示交易中心”、2012 年 7 月被科技

部认定为“中国创新驿站青岛区域站点”，2012 年被科技部、国家海洋局授予“青岛国家海洋技术交易服务与推广中心”资质。

重点业务领域方向为技术转移、技术合同、咨询服务，常年与 80 多家高校院所、1000 多家青岛市科技型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促进了青岛市产学研合作全方位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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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长风联盟）

天津意大利中小企业产业园

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简称长风联盟）于 2005 年在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一群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

与信息服务企业、科研院所及第三方机构联合发起成立。2011 年 11 月于北京市民政局取得社团法人资格，是首批注册法人实

体的产业联盟。

长风联盟是科技部首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试点单位，并被国家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为首批 A 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工

信部认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与此同时，长风联盟被北京市民政局评为“北京市 5A 级社会组织”，被北京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评为“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被中关村管委会评为“中关村 A 级产业技术联盟”、“首批示范型

社会组织”、“中关村示范区标准试点单位”。长风联盟作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首批团体标准试点单位之一，连续多年入

选北京市科委支持联盟名单。

长风联盟致力于探究产业前沿技术，市场需求对接、产业链资源聚集，搭建 IT 全产业链创新资源平台。长风联盟汇集全国

最优秀的产业资源，充分发挥产学研用的创新服务链机制，围绕标准研制与推广、科技政策咨询、国际资源合作促进、ICT 产业

链对接、京津冀合作、新技术新产品推广等多方面开展服务。

截至目前，长风联盟会员数量达 291 家，会员企业涵盖核心基础软硬件、应用软件、系统集成商及互联网、创新创业机构等，

吸纳了京东、东华软件、软通动力、用友、博彦科技、华宇软件等国内 2/3 的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产品龙头企业，覆盖软件与

信息服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changfeng@changfeng.org.cn

天津港保税区是天津滨海新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依托两港、开放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经济，高水平建设宜业宜居国际生态

活力新城，积极打造出民用航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海洋经济、人工智能等 7 大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

高度开放的特殊经济区域。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专门设立天津意大利中小企业产业园办公室，为意大利中小企业提供以下服务：提供天津商务环

境最新信息，包括综合经济概况、成立企业咨询人力资源以及关于土地工厂、办公室和住宅的成本与存量信息；提供有关国家

法规政策信息，包括税收、进出口、劳动政府采购等；匹配潜在的客户、供应商等合作伙伴；提供会议安排实地考察，对接政府、

行业协会等组织；协助企业人员落户，包括工作和居住许可住房、医疗及教育等方面；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项目主管；协助安

排商务行程，包括是申请签证、酒店预订等。

zj@adm.tjftz.gov.cn

广东 - 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2009 年 11 月 21 日，在国家科技部和广东省科技厅的组织指导下，按照“政府引导，搭建平台，企业运作，面向产业化市场，

推动科技创新”原则组建的我国首个跨国国际科技合作社会组织——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诞生（即“广东科技企业

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联盟是国家科技部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也是全国对俄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单位。联盟旨

在打造立足广州、面向广东、辐射全国的国家重点国际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合作服务基地，进行国际技术推介、对接、产业化孵

化和人才引进等高端服务，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为年轻、最具活力的国际技术转移和创新基地。

成立 11 年以来，密切关注广东企业创新发展需求，联盟积极开拓、挖掘和引进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

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科技合作资源，先后与独联体 400 余所科研机构及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探索出了“联

合研究”、“联合试验验证”、“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人才引进”、“共建高科技企业”、“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园区”和

搭建合作平台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国际科技合作方式，推动广东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同时也带动各地市大规模的开展以国际科

技合作为特色的科技创新。

13922457024@139.com

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与四川省科技厅、成都市和高新区政府直属单位共同组建 , 是由四川省

科技厅批准、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组织。中心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丰富的医教研资源优势开

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 , 是四川省在生物医药领域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重要平台和对外窗口。

自 2012 年成立以来 , 中心直秉承 " 创新技术转移模式 ,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 ,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 完善技术转移服务

体系和平台建设 , 为技术成果供需方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中心共有专职技术转移团队 39 人 , 兼职技术转移专家团队 50 余人。

其中 , 包括 32 人的 CRC 团队 , 分布于 22 个临床科室 , 协助临床研究者协调管理临床试验项目 , 以确保研究质量和加快研究速度。

中心于 2017 年成立“全国精准医学产业创新联盟”。与中心承办的“成都精准医学国际论坛”已经成为业界的一张 " 靓丽”

名片。中心于 2013 年组建国际合作部 , 通过拓展国际技术转移渠道、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引进国际化人才和前沿技术项目

开展国际技术转移工作 , 目前与国外多个国家的顶尖院校和知名技术转移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xbyycenter@163.com

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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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德“国际客厅”

青岛中韩“国际客厅”

青岛中德“国际客厅”位于中德生态园商贸核心区，面积 7.8 万平方米。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营商环境、配套服务，立足青岛、

服务山东、辐射全国，致力于打造中德产业合作、商品交易、创新发展、人文交流、配套保障五个平台，服务德国企业“引进来”、

国内企业“走出去”、经贸合作“活起来”、各类人才“留下来”、人文交流“动起来”，努力成为长江以北德国企业最集中

区域和省内最大德语人才聚集地，让广大德国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info@dct-qd.cn

青岛中韩“国际客厅”选址邻近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的 2 万平方米启动区布局展示、路演、

办公、洽谈、运营服务等功能区，满足先期入驻企业办公、产品展示等需求，目前已有 63 家韩国企业和机构入驻。2020 年 6

月 23 日，中韩交流合作“国际客厅”在青岛举行开厅仪式。

这个“国际客厅”将建设成为中韩企业和城市的产品、技术、人才、资源的展示、路演、交易、服务平台。立足服务创新，

突出韩国特色，量身定制“六个中心”：市场开放展示中心、产业合作中心、文化交流中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金融创新中心、

专业服务中心。

西安高新区以色列离岸创新中心

为有效提升西安高新区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按照高新区“大干 123，建好首善区”的要求，加快吸

纳全球创新创业资源，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一批汇集全球创新资源的国际化平台，西安高新区与国际技术转移协

作网络（ITTN）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设立西安高新区离岸创新中心。

西安高新区离岸创新中心主要服务内容：

- 承接西安高新区政府工作任务；

- 为有意愿来西安创新创业的海外人才项目入驻等孵化器业务；

- 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提供包括行程安排、活动组织、交流对接、人才交往等诸多服务内容；

- 依托海内外两套体系，发展会议活动平台，为西安、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深度定制、市场化的会议服务；

- 发布西安市企业人才需求、项目需求、海外投资、并购及其他相关需求信息；

- 为西安市高新区获取中心所在区域科技产业发展动态。

xianIsrael2019@163.com

国际技术经理人协会（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Manager Alliance，简称 ITMA），是联合海内外从事技术经理人工作

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行业性组织。ITMA 以“搭建共享平台、培养高端人才、打造生态系统、推动创新发展”为宗旨，汇聚技术、

资金、商业服务等创新要素，促进技术供需对接，探索技术转移转化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努力构建国际技术经理人资源共享平台。

ciea_2010@126.com

国际技术经理人协会

苏州（意大利）海外育成中心

苏州（意大利）海外育成中心是苏州市人社局、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ITTN 及意大利坎帕尼亚新钢铁孵化器和意大利

SPICI 三方的合作成果，于 2019 年 7 月在苏州正式签订合作协议，2019 年 10 月正式在意大利揭牌成立，是苏州市在意大利

设立的第一家国际创客育成中心。自正式合作以来，三方共同配合，致力于为苏州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地区，搭建一条创新创

业资源与人才的双向通道。通过举办海外创赛、开展国际项目路演、沙龙等活动，积极为苏州引入丰富的专家人才及技术项目

资源，以协助苏州应对海外引才形势变化，助力苏州形成全球互动、内外并举的创新创业氛围。

suzhouItal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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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旨在搭建全球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依据地方发展需要，组织海内外高校、项目和专家人

才资源，开展国际协同创新和技术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工作，致力于推动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机构集聚地方，

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由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共同投资成

立，是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运营（武汉）试点平台的牵头单位和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技术转移综合服务市场、

中国科协（武汉）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的运营主体。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科技咨询与服务、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分析评议、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培训、产学研活动、双创大赛、科技评估、科技金融、产业孵化等。

目前已打造了一支全国最大的高校知识产权运营与成果转化专业团队，专职服务团队 110 多人，产业孵化、资本运营团队

200 多人；与国内 500 多所高校、200 余座城市、40 余家科技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拥有丰富的项目库、资源库、

专家库；通过数据合作实现可查询检索专利 2100 多万条、成果 100 多万条，精选入库可运营高校专利、成果 20000 余条，企

业真实技术需求 5000 余条，覆盖重点产业领域的技术专家 30000 余人；组织各类培训、沙龙、讲座、推介会、对接会 200 余

场，服务 28 万余人次；承担知识产权以及国家、省、市、区、县各类项目近 200 项，帮助获批各类政府支持资金 10 多亿元；

承办各类成果转化签约活动，合计签约成果转化项目 80 多个，合同金额及带动投资 200 多亿；近年来登记技术合同 6500 余份，

合同金额 47 余亿元；在武汉未来科技城和重庆南岸区拥有两个产业园区共 280 亩用地，已经建成办公、研发和孵化面积 6 万

平方米。

nttc@ige-live.com

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橘科技”）是一家致力于提供跨境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的专业服务公司。通过“线

上 + 线下”的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单证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贸易科技方法，科橘科技拥有强大的专业化团队、独立

研发团队、广泛的合作资源优势，可为企业提供智能化的贸易管理系统及专业化的海关事务咨询服务。

作为贸易科技倡导者，科橘科技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2019 年 11 月，科橘科技自主研发的智能贸易应用平台（TOP）

在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企业应用市场平台正式上线，科橘 TOP 平台是上海单一窗口首次引入的，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的关务管理产品与服务。

科橘科技致力于让所有中国企业可以“用得上、用得好、用得起”跨境贸易管理系统及服务。科橘科技将不断提高产品与

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与体验感，与上下游企业共建贸易科技生态圈，提高贸易便利化的整体水平。

info@otechsolution.comZHONG BU ZHI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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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成员机构

剑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剑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剑桥大学的一部分，支持学者、研究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实现知识转移和研究影响。其目的是

帮助创新者、专家和企业家利用商业途径发展他们的想法和专业知识，以造福于社会、经济、自身和大学。与本地和全球的组

织联络，在商业化和社会企业方面提供专家咨询和支持，包括学术咨询服务、创意的保护、发展和许可 ; 成立新公司和为剑桥大

学会员提供的服务。

剑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方式是从研究中帮助研究人员的想法和专业知识中产生有益的影响。通过专业指导，将研究人员

的想法转化为商业和社会企业机会。从咨询到协作到分拆创作，都有不同的商业化途径。该过程既可为研究提供信息，也可以

对外连结产生外部影响及商业机会。

除了人工智能，电脑科技，半导体集成电路，剑桥拥有 19 个科技园区，在物理科学，生物医药，材料科学，智能机器装备

都聚集世界顶尖技术与研究团队。

技术领域包含物理科学与技术，生物科学与临床医学，金融科技，人文科学：包括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剑桥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帮助创新者评估商业潜力。提供建议，促进和协调资源，以发展最有前途的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专业知识涵盖知识

产权管理和建议，包括管理适用于试剂和软件的广泛研究成果的许可合同。

www.enterprise.cam.ac.uk

牛津大学全球创新咨询机构 - 革新（Oxentia）是一家创新管理和技术商业化咨询公司，成立伊始为一个隶属牛津大学旗下

世界顶级技术转让公司的运营部门。自 2004 年创立以来，Oxentia 已为 64 个以上国家 / 地区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客户组成的全

球客户群提供服务，并且是牛津大学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Oxentia 的核心在于四大核心价值观——信任、卓越、协作和创造力。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我们文化的基石，也是我们为客户

创造价值的依托。

其服务内容涉及知识交流与商业化、培训与专业化发展、创新研究与战略、技术商业化、创业与加速器等。其服务领域包

括培训与辅导、知识交流与商业化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开发、技术商业化、技术转移、孵化器开发与支持、创业加速器项目、

种子基金的规划与管理等。

Oxentia 在能力建设和开发以及创新推动上与客户开展合作，旨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谋福利。其合作伙伴涵盖各国 / 地区政

府、基金会和发展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各大企业和行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info@oxentia.com

牛津大学全球创新咨询机构 - 革新（Ox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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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Georgia Tech，也被简称为Gatech或GT，建校于1885年，

是坐落于美国东南部第一大城市亚特兰大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协会、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成员。与麻省理工学院

及加州理工学院并称为美国三大理工学院，有南方 MIT 之称。该校除了位于亚特兰大市的主校区之外，还在法国格林大区的首

府梅斯以及中国深圳市分别开设了佐治亚理工洛林校区和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使命是为佐治亚州提供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基础、创新和劳动力以满足创建一个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和为公民打造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佐治亚理工学院已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各种资源 , 在研究、教育和创新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 

从一所不太知名的工学院迅速发展成一所国际知名的工科名校。一份根据学校对当地区域经济影响的 164 所大学的研究评估报

告显示 , 佐治亚理工已被认定为美国“创新 U”（创新大学）的领导者之一。

www.gatech.edu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坐落于列宁格勒州 , 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该校开设本科层次的学位教育，在校学生人数

25000 人。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建校时称圣彼得堡大学，后改名为国立列宁格勒大学。1991 年 2 月苏联解体后又改为现名，世界最优秀

的大学之一。世界排名在二十八位，圣彼得堡大学是俄国最古老的大学，是世界知名的众多学派的源头，也是进步的社会运动

的重大中心之一。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坐落在涅瓦河北岸与冬宫遥相对应，1724 年创建，是俄罗斯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比莫斯科大学早 32

年，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俄罗斯教育、科学和文化中心之一。该校还设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设施，

其中以门捷列夫博物馆及学术档案馆、高尔基图书馆和地质系矿物教研室的矿物陈列馆的藏品最为丰富和富有价值。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有 11 个科学研究学院和 20 个系，现有各类在校学生 25，000 多人，其中外国留学生 1，000 多人，逾

万名教职员工，超过 5000 名的教授其中包括 40 名院士。学校学生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每年由 1500 名外国学生从世界的

各个国家来这里读书。建校以来，总计培养了各类专家 165,000 余人。

admission@spbu.ru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孵化器 PoliHub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孵化器 PoliHub 是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的创新园和创业加速器，由米兰理工大学

基金会（Fondazione Politecnico di Milano）负责管理。根据 UbiGlobal 指数（2019-2020 年度）排名显示，PoliHub 已跻

身全球高校企业孵化器前五阵营。破壳于 2000 年的 PoliHub 发端自久经沙场的商业加速器，它的成立离不开包括米兰市在内

的重要公共和私营实体的贡献，该市长期积极投身于青年和技术发展。米兰理工大学是意大利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它迫切

希望建立一家孵化器机构，吸收和培养成立不久的高新企业，从而将科学研究转化为工业应用。FluidMesh、Laserbiomed、

Neptuny、ResTech 等公司这一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最近的得意之作当属 Empatica 和 FABtotum，这两家公司在过

去几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赞誉。PoliHub 孵化器的使命是通过可扩展的商业模式来支持极

具创新的初创企业，以促进重视创新的院校、各类初创企业和附属公司之间的交叉孵化。PoliHub 孵化器促进了经验、知识、互

惠孵化和创业关系网络的交流，使米兰理工大学拥有了大量的信息存储和卓越中心，其中就包括旨在与企业开展合作的 MIP、

PoliDesign 和 Cefriel。

info@polihub.it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电气和信息技术工程系 DIETI（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术机构之一。它于 1224 年 6 月 5 日由瑞典的皇帝费德里克

二世建立，是世界上第一所国立大学。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是意大利最大的大学之一，拥有 2500 多名教职工和 80000 多名学生。

电气和信息技术工程系（DIETI）是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现有专职学术人员 150 余人，博士后 60

余人，博士生 50 余人。在意大利电气工程系研究质量排名前五。该部门拥有 40 个实验室，覆盖电磁工程和信息技术的所有领域。

DIETI 最近从苹果公司（Apple）获选主持并管理欧洲第一个苹果开发者学院（Apple Developer Academy）的资格，并从德

勤（Deloitte Digital）获选主持数字转型与产业创新学院（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y Innovation Academy）的资

格。该部门最近被意大利大学和研究部任命为卓越部门（Diparimenti di Eccellenza）之一，并获得了为期 5 年的 10.000.000

欧元的特别基金。

目前，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电气和信息技术工程系（DIETI）的研究包括理论、方法和应用主题，大致可分为一下几类：

电气工程、电气与电子测量、环境与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与计算基础设施、自动化与机器人、电子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运筹学、

优化与数值方法、计算机科学、电信与电磁场、电力电子与电力系统的工业应用。

info@inomics.com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电气和信息技术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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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Cardarelli 医院生物技术中心

葡萄牙阿尔加维大学（UALG）

意大利 Cardarelli 医院生物技术中心是自 1934 年以来意大利南部最大的医院。致力于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活动 : 研究与实

验、教育与培训、国际合作。培训活动始于 1991 年，第一次的理论和实验实践培训是面向普通外科专家的显微外科。 

1993 年，该中心获得了意大利卫生部的授权，可以使用动物（小鼠、大鼠、仓鼠、兔子、猪和几内亚猪）来进行普外科、

电视腹腔镜、电视胸腔镜和其他学科实验，如妇科、肝脏外科、泌尿外科、神经放射学、小儿外科、血管外科、神经外科等等。 

生物技术中心通过对人体标本的实验和研究帮助人们对神经外科，骨科，血管外科，脊柱外科学，耳鼻喉科，颌面外科，

整形外科，腹部外科等方面拥有更好的了解。 

2017 年 4 月初，Intuitive Surgical，AB Medica 和 Cardarelli 医院之间签署并批准了一项重要的培训协议。生物技术中

心已被确定为该培训中心的官方培训地点，并命名为“Robotic Academy Intuitive Naples”(RAIN)，RAIN 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猪模型和人体标本的培训课程培训、指导外科医生如何使用达芬奇机器人系统。

通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生物技术中心在课程制定上已经非常的完善。基础、高级的课程制定流程可以被分为几个阶段：

干实验、动物实验和最终的尸体实验。生物技术中心拥有齐全、专业的实验设施，这使得测试新的实验和提高外科手术成为可能，

从而改进教育和该中心的培训课程。

biotecnologie@aocardarelli.it

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葡萄牙阿尔加维大学以教育为核心。学校的教学原则分为三个主要领域，即 : 教育、研究和治理。

在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下，UAlG 与私营部门，更具体地说，与私营利益相关者的联系，这也同时关系到公共利益。在这种背

景下 ,UAlG 希望通过支持将想法和人才晋升和转换成商业机会和创业计划 , 以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 , 并为创意和动态企业提供跨

学科的研究办公空间 , 促进市场开发 , 并将生产概念和创造力融合在一起。

UALG 在企业孵化前期、期间、后期和虚拟孵化期间有着积极作用 , 旨在建立一个以创新知识为基础的公司并促进企业与

学术环境之间的互动。因此，根据学校的三个使命，于 2004 年，阿尔加维大学成立了创业和技术转让部门（CRIA），旨在支

持知识产权、创业、孵化（实体和虚拟）和技术转让，以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创新的地区。

阿尔加维大学的孵化模式（Incubation Model）旨在通过与其知识中心的连接、可用的实验室和办公空间和它所提供的咨

询支持，以提高所产生的知识价值，并将其与智能专业化战略联系起来。

孵化器在研发、创新、原型设计、市场营销、融资和国际化等领域，以当地、地区、国家和国际伙伴关系为基础开展活动。

其目标是利用现有的和不断增长的网络，作为聚合高质量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方式。

cria@ualg.pt

美中创新联盟（UCIA）

美中创新联盟（UCIA）是一个成立及注册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非营利性 501（c）（3）免税组织，旨在搭建中美创

新与投资高层次交流对接平台。其使命为促进中美创新合作，加强城际合作，连接中美创新企业资源。美中创新联盟年度国际

项目包括“InnoSTARS 创业创新大赛”和“美中创新与投资峰会”（UCIS）。

InnoSTARS 创业创新大赛每年于美国主要城市进行初赛选拔，并带领在中国举行多个行业决赛和总决赛。InnoSTARS 创

业创新大赛为美国企业家提供高质量的跨文化培训，前沿市场走向分析，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其国际商务路演，独家企

业对接及参观建立高端跨国资源网络。

每年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的美中创新与投资峰会（UCIS）吸引了来自美国和中国各地的数百名官员，行业专家和商业

领袖参加领域论坛，城市交流会议，及峰会主宾城市晚宴 - 所有活动都集中于探索中美最新行业及城市合作热点与趋势。

自 2016 年以来，美中创新联盟和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已连续四年举办了美中创新与投资峰会，并连续三年举办了

InnoSTARS 竞赛，并联合超过 70 家国际战略合作机构为 3,000 多个创新项目项目提供精准商务对接。

uschinainnovation.org

中美科技创新合作中心（China 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简称中美科创 CUTIC）于 2015 年成立 , 总部设在美

国亚特兰大，是非盈利专业机构。中美科创提供中美科技人才及项目合作资讯，承办中美双方的创业大赛及合作论坛。目前在

美国有三个代表处，在中国国内六个城市设立了分中心，同时也是另外六个城市的海外工作站。

中美科创整合了中美最佳的人才，项目，创投，股权和上市资源。中美科创致力于中美高科技创新和投资交流，促进中美

高科技人才项 目交流 , 充分利用北美的优秀科技人才资源及中国新一轮创新创业的需求，打造中美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成为中

美科技创投合作的加速器。

中美科创通过和北美地区主要的科技协会及科技孵化器的合作关系，常年收集整理高科技项目并给予项目评估以及推荐给

合适的中国投资公司或者风投基金，帮助美国高技术企业对接中国先进制造力并进入大中华市场。

同时中美科创充分发挥合作海外资源，包括北美主要的世贸中心，北美各地的商会和科技协会，引荐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对接并打开北美市场， 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桥梁。海外业务美东南拓展第一驿站。

www.linkedin.com/company/cutic

中美科技创新合作中心（C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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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国商会

英国全球技术创新伙伴联盟（GlobalTech IP）

中国英国商会是一家致力于加强中英双边贸易投资的会员制机构。作为一家独立非盈利的机构，商会拥有强大而多样化的

会员网络。在过去的 20 年里，为会员提供了智力支持、宝贵意见以及社交机会等，使得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发展最快的市场赢

得发展机会。作为英国商会的国际分支机构，它推动中英之间的双向商务往来。英国商会网络中任何商会成员的公司都可以从

国际 B2B 连接，支持服务和解决方案，有关本地商业环境的实用建议以及潜在的市场机会中受益。

2009 年起中国英国商会与英中贸易协会正式建立伙伴关系。历经 60 余载风雨，英中贸易协会致力于帮助中、英企业建立

联系，促成双边贸易。在中国，中国英国商会与英中贸易协会共同拥有 13 个办公室。在英国英中贸易协会拥有 10 个办公室。

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意味着中国英国商会共享更强大的会员关系网，也给他们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支持。

中国英国商会与各地商会、英国贸易投资署、英国产业协会联盟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共同携手，致力于帮助企业在中国发

展壮大。

enquiries@britishchamber.cn

英国全球技术创新伙伴联盟 GlobalTech IP（GTIP）是一家集技术转移、投资和商业化为一体的国际化科技服务公司，全

球总部位于英国伦敦，英国另设有牛津办事处，亚太总部位于中国南京，并分别在杭州、武汉设立办事处。公司持续扩大全球

创新网络版图，于 2020 年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新设立办事处，用以加强中俄创新中心建设。GTIP 作为中西方创新桥梁的积极

推动者和中坚力量，聚焦于软件科技、医疗保健和清洁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转移和创新创业工作，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获得了包括各国政府、顶尖投资机构及创业团队的赞誉。

GTIP 核心团队为有国际化视野的连续创业家，具备丰富的全球创业和企业成长管理经验，通过对优质项目的严格甄选，将

最有商业化前景的高科技公司带入中国，并推动这些公司在全球其他市场的拓展。公司基于广泛而深入的内部资源及强有力的

合作伙伴，搭建了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中国商务专家、技术专家、投资人、知识产权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的专业顾问网络，涵盖

了软件与数字经济、环境与新能源、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等多个关键领域。我们与全球创新资源最为集聚的各大生态系统主体

进行合作，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孵化器和加速器、投资机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服务的客户包括高科技公司与政府。

globaltechip.com

德国 INFRANEU 基础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联邦总会

德国 INFRANEU 基础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联邦总会是具有 20 年历史的，自东西德合并以来联邦政府领导下负责新联邦即

原东德地区基础建设的管理委员会。在环境领域一个环保并且有效的基础建设是中国以及全球着眼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INFRAWIND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正是以此作为目标，希望通过自身强大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欧洲新能源领域的先进

技术和经验，为中国以及亚洲在建立以环保为导向的能源结构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infraneu@infraneu.de

德国 INFRAWIND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3 日，坐落在首都柏林。其目的是促进欧洲与亚

洲之间在可再生能源，智慧能源以及未来电动出行等方面的合作。INFRAWIND 是 INFRANEU 基础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联邦总

会的姊妹机构。

联合会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建立一种具备强大科技能力的联合体，通过这种联合体，不仅仅在欧洲，在中国，而是在

全球范围内，努力去打造以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供给，以电动汽车作为清洁的交通体系结构等，最优化的智能城市和社会能源

结构，并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INFRAWIND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是德国 INFRANEU 基础建设与可持续

发展联邦总会的姊妹机构，德国 INFRANEU 基础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联邦总会曾是在东西德合并后负责新联邦基础建设的联邦

总会，有 20 年的历史。其成员包括例如 DB 德国铁路 , Telekom 德国电信，Veolia 水务公司，Vattenfall 能源集团等等。同

时 INFRAWIND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与德国各大伙伴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建立了战略性的合作伙伴架构。

info@infrawind.com

德国 INFRAWIND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



43 44

德国创新与技术研究院（GIT）

中德科教园

德国创新与技术研究院（简称“创新院”），在德国柏林注册。创新院与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及欧洲顶尖创新科技资源

长期深度合作，依托当地科研院所，围绕高新技术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转移，及相关技术服务。

德国创新技术研究院是一家新型研发机构 , 开展以应用技术为导向，前沿顶尖技术研究与开发 , 包括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

数字化，新材料 , 集成电路以及其他创新技术。也开展学术交流、职业教育与培训、技术转移、技术咨询与服务、虚拟孵化器、

创新创业服务。收入来源于出资方投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收入，政府购买服务收入以及承接科研项

目获得的经费。

中德科教园（SGHTP）是中德两国经济科技合作领域的创新合作平台。公司由华人企业家、教授周松波博士于 2016 年创立，

致力于在中国两国国家战略——“德国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框架之下，推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创新塑造联合

创业和科研活动。SGHTP 重点聚焦数字化、IT、工业 4.0、出行、生命科学和环境技术等核心领域。另一个关注焦点则是技术

工人的教育和培训问题。

SGHTP 依托于中德两国行业专家、企业（家）、商业协会和政治机构共同组成的强大网络。该网络通过两大中心协调工作，

即面向中国经济开发区、高科技企业和机构的德国离岸中心（GOC）以及面向德国公司和科研机构的中国门户中心（CGC）。

这两个平台均坐落于 SGHTP 总部海德堡的科技大厦，占地约 10000 平方米。SGHTP 驻中国办事处设在北京。

info@sghtp.de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

一般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创立于 1978 年，原名“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1982 年经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许可，

正式更名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是一家受日本内阁府管辖的社团法人组织。

作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社会团体，中心成立以来，一直以“加深中日两国在科学技术、工业技术以及文化方面的

相互理解和增进友好交流”为宗旨，开展了内容广泛的交流活动。中心于 1985 年获得特许，通过与中国科协下属中国对外应用

技术交流促进会的合作，成为最早在日本接收中国研修生的团体。至今已安排数千名中国高级技术人才深入日本企业学习和工作，

是中国在日本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同时，为积极满足国内学习海外先进技术经验、引进海外专家人才的需求，中心于 1999 年

成为中国国家外专局境外培训合作机构（渠道号：998106），是最早加入中国国家外专局系统的日本机构之一。从 2001 年起，

中心开始为国内介绍日本各领域专家和高端人才，作为人才交流机构及外国专家组织，与科技部相关司局开展着全方位的合作。

同时，在创新创业及人才领域，中心与中国科协及众多省市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jcstbeijign@163.com

匠新是致力于成为中日创新力量之间的桥梁的中日创新加速器。匠新为日本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创业成功的一

站式多功能的服务，包括融资、战略合作、人力资源、生产、销售、媒体、营销、法务、税务、会计等等。此外匠新还提供面

向日本大企业及中国大企业的创新服务。通过为大企业提供 Accelerator Program、Hackathon、Pitch Event、Learning 

Expedition、Startup Scouting 等服务，匠新致力于为大企业和创业企业之间的开放式创新的实现提供支援。

info@takumi.ltd

日本创业创新加速器“匠新”

匠新ロゴマニュアル

基本ロゴ

横位置ロゴ

C:100%　M:100%　Y:45%　K:25%

縦位置ロゴ

C:20%　M:90%　Y:90%　K:0%

縦位置ロ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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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AAIA 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为企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行业伙伴、法律服务提供商以及风险投资者搭建交流

平台，并为构建一个更优异、更强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他们负责组织在线或面对面的活动和论坛，邀请企业家、行业专家、高校技术转让专业人士、风投公司和法律专业人士参

与讨论所面临的挑战，并分享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最佳做法。

info@AAIATech.org

加中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注册并批准成立，旨在促进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科技交流、研讨、商业孵化和应用，

并加强加中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中心为加中两国中小型科技文化企业的交流合作搭建渠道，提供策划，考察，培训等服务，

为加强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友谊基础。加中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在中国深圳设有办事处。

customer.ccscc@gmail.com

中加创新产业中心

“INNONATION 创新国度”是一个拥有独特方法论的跨境平台，擅长融合中国和以色列商业实践，构建全球创新生态。

通过创设商业对接机会，将跨境合作成功率提升 100 倍，从而释放未被发掘的商业潜力。

核心优势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以全面提升跨境合作的方法论。该方法论已经植根于日常业务，并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的实

用工具和资源。当把这些资源整合应用，将大大缩短市场进入的时间，提高成功几率并获取高标准成果。

INNONATION 创新国度的助力源自以色列 Infinity 投资集团 - 一家有着 20 余年经验，与中以两国政府有着很强的纽带，

并在跨境创新和投资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的股权投资基金。

以色列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Innonation Powerhouse

亚美创新联盟（AAIA）

中加清洁技术创新中⼼与⻄⻔菲莎⼤学 SFU VentureLabs 共同建⽴ C2CAN 中加创新产业中⼼平台，通过“投资 + 市场

+ 智造”的业务模式，充分利⽤加拿⼤创新资源，聚集加拿⼤优质科技企业，筛选适合中国发展的科技项⽬，⾼效对接中国资本

与 市场。C2CAN 中加创新产业中⼼致⼒于建⽴并优化中加⾼科技创新⽣态系统，打造良好的市场与资本环境，发挥中加双⽅

互补优势，使⾼等院校、研究机构、创业者、投资机构、⽣产制造商、产业伙伴、上市公司等实现合作共赢。同时，C2CAN 中

加创新产业中⼼也作为中国“引资引智”开拓北美市场的窗⼝。

CCCIC 与 SFU VentureLabs 之间的协作平台，支持加拿大和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化，为加拿大高科技初创公司和中国

资本与市场建立活跃的生态系统。

info@c2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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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拉齐奥创新集团

中意科技创新创业联盟（SPICI）是一家创新的国际运营商，该公司还通过其专有的技术平台，为科研业务牵线搭桥，作为

技术机构为初创企业、公司、大学、研究中心、技术集群服务。

通过意大利总部和中国办事处，SPICI 与创业科学生态体系参与者在四个战略领域展开合作：

1. 创业成长与开放创新，提供企业加速和孵化服务，以及与跨国公司、大学和研究中心合作的开放式创新项目；

2. 科技合作与国际化，创建和管理科技合作、创业发展和技术转让项目，促进创新企业进入国外市场；

3. 培训，与政府机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和企业合作，为公共管理部门、专业人士和青年人才开发专门的创新管理和新

技术培训项目；

4. 城市创新与再生，与投资集团、房地产运营商和跨国公司合作设计方案，以发展技术创新服务和基础设施。

spici@pec.it

Lazio Innova 拉齐奥创新集团是拉齐奥地区的创新发展机构，专注于创新和国际化，并提供以下服务 :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

支持（投资联合融资，金融工具和风险资本工具）；为地区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提供技术支持；国际化政策的推广和管理；支持

主要技术集群，促进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链接与合作；支持创业生态系统。

拉 齐 奥 创 新 集 团 是 通 过 整 合 其 他 地 区 公 司 和 机 构（ 如 :Sviluppo Lazio、Asclepion、Lazio 商 业 银 行、Filas and 

Unionfidi）的资产和技能而创建的。LazioInnova 为拉齐奥地区提供专业技术援助，特别针对欧洲项目的实施。拉齐奥创新集

团是一个在其管理机构（拉齐奥区）的职责范围内行动的中介机构。在执行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共同资助的业务方案时，负责

与最终受益者直接联络。

公司通过以下方式为企业和地方公共行政机构提供服务 : 根据区域、国家或欧洲的财政资源情况为企业提供奖励和发展动力 ;

提供有关筹资和欧洲项目的信息和指导 ; 信贷支持 ; 风险投资活动 ; 提供国际化服务 ; 推广业务网络 ; 为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服

务 ; 微观金融和社会包容措施。

info@lazioinnova.it

意大利初创企业协会 ItaliaStartUP

ItaliaStartUP 意大利初创企业协会旨在聚集和代表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年轻创新公司，包括初创公司、规模企业和创新中小

企业，以及所有支持、管理和加强初创项目的企业家或者企业。该协会也是一个创新中心（孵化器、加速器、技术 / 科学园区），

同时也半夜企业和生态系统协调员的角色。

主要活动 & 涉及领域有，政府游说：把创新和创业放在政府议程的首位；社交网络：连接创新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商

业交易：促进会员之间的商业联系和配对；知识：培养知识和创新意识；沟通：ItaliaStartUP 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研究：

集结对生态系统有各种见解的合作伙伴；配对：促进会员之间的联系并通过网络进行配对；赞助：为创业公司寻找赞助或支持。

ItaliaStartUP 规模庞大 , 拥有 1950+ 的支持者，2800 以上的成员，50 个以上的创新中心，700 多家创业公司，70 以上

中小型企业，和 25 个以上的企业，目前初创企业有 38% 的开业概率。 

www.italiastartup.it

意大利 Materias 加速器（Materias s.r.l.）旨在创建新业务，通过将研究领域与工业公司联系起来，支持先进材料领域创

新解决方案的开发并加快其市场准入。

Materias 投资于通过出色研究开发的开拓性技术，并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为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准入提供资

金，为研究人员提供支持。

Materias 将研究人员和行业聚集在一起，以推动围绕科学的风险创造。Materias 加快了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并与科学家和

工业合作伙伴一起确定战略研究领域，并促进和促进合作研究项目，从而为解决各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Materias 致力于涉及医学，农业食品，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材料的多学科项目。 Materias 建立了一

个集成的业务模型：从开始到扩展；通过专家小组评估研究项目的机会和市场，验证其是否通过工业合作伙伴，并加快对一级

研究项目的投资。

Materias 通过敬业的工作团队增强创造力和研究能力，并加快高科技项目的开发。Materias 与众多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

以完全保密的服务为您提供一流的仪器咨询服务。

info@materias.it

意大利 Materias 加速器

中意科技创新创业联盟（SP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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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

Zakeke 是一个应用于数字商务平台的 B2B SaaS 工具，专为企业网店销售可定制商品提供服务。客户可以通过自由添图片、

颜色和文本，轻松实现对网店任何商品的个性化设置。Zakeke 具备实时 3D 预览功能，让客户对其心仪的商品一目了然。

Zakeke 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工具：产品定制器和 3D 产品配置器。两者的问世都基于这一信念：电商的成功之路在于产品可

定制。电子商务的特点是竞争激烈。让潜在客户如愿以偿购买他们真正心仪的商品，事实证明这是 Zakeke 拿下市场的一张王牌。

由此可见，成功秘诀就是产品定制。产品定制器专为想提供在线产品定制体验的卖家而设计。客户将有机会定制您网店的任何

品目，并通过借助实时 3D 浏览功能，他们总能对想下单的商品一目了然。产品定制器是网络印刷领域的不二之选。Zakeke 并

不制造最终产品，而是创建包含客户定制设计的打印文件。

3D 产品配置器可实现客户到创造者的转换。这款工具专门为销售模块化产品的卖家而设计。借助该款工具的可用选项，客

户实际上便创建了其将购买的物品。一切操作都在 3D 环境中进行。这款工具也仅适用于 3D 环境。

www.zakeke.com

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 SKOLKOVO INNOVATION CENTER 在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倡导下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启动建设，由俄罗斯政府授权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斯科尔科沃基金会负责园区建设、运营和管理，旨在向全俄推广和传

播创新创业精神和创新型文化，帮助俄罗斯加快从资源密集型经济模式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受到俄政府高度重视。园区位于首

都莫斯科市郊，距市中心 20 公里，总建筑面积 96228 平方米，是俄罗斯最大的科技园，被称为俄罗斯硅谷。

园区有两大亮点：一是孵化及投资服务，园区有 7 家孵化器和加速器，为企业提供包括会计、市场、人力资源、签证办理

的基础服务及增值服务，投资方面具有完善的风险投资服务体系及投资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二是国际合作，园区已与奥地利、

印度、意大利、韩国、中国等国家开展多方面合作，并在中关村设有代表处，目前已引入 20 余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创新中心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五个研究集群、一个科技园、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园区重点发展 IT、生物医药技术、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核技术、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五大领域。

invest@sk.ru

俄罗斯联邦技术转移协会（NATT）

俄罗斯联邦技术转移协会 Russia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NATT）位于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协会的核心成员包括科技组织（科研机构）、商业公司、发展机构、风险投资基金、技术经纪人等。

科技组织是协会科技技术的重要提供方，商业公司为协会成员提供市场资源的同时，也是重要的技术供应渠道；发展机构

为协会内项目资源塑造商业形态提供支撑，风险投资基金为初创产业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了协会技术应

用创新发展的重要服务基础。

俄罗斯国家技术转移协会作为非盈利性的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入会费、会费、培训收入以及在技术转移市场的信息发

布收入。协会目前入驻 14 个科技公司，14 个发展机构和 21 家商业公司。

协会建立了完善的技术转移流程管理：科研机构确立研发立项，科研专家团队建立研发计划，接着由学术中心作为主要的

研发载体，研发技术成果进行技术评估及知识产权的申请与保护。之后通过市场营销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通过成果转化

投放市场或技术许可、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技术成果商业化。企业将成果转化为现代化产品并进行创新，开发原创服务，促进

社会的经济发展。

该协会由拥有实践创业与投资组合管理经验的技术经理人以及行业专家创立于 2016 年，拥有一支在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方面

领先的俄罗斯专家团队（包括 40 多位在信息技术、能源效率、工业 4.0、机器人和微电子、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顶级专家）。与

在技术侦查和专业知识方面领先的俄罗斯公司拥有合作，其客户包括俄罗斯福布斯 500 强企业。与顶尖大学、政府技术开发机

构建立关系（其中包括斯科尔科沃、RVC、经济发展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技术发展署、国家技术转让协会、创新和研发指

导俱乐部），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发现有前景的技术、初创企业和团队。

俄罗斯创新与技术经理人协会（ABIT）

意大利 Zakeke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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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

葡萄牙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司（SPI）成立于 1997 年，对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客户如何定位自己以促进创新、竞争和创造

繁荣有着出色的理解，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和广泛的跨领域能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SPI 立足欧洲，并且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多家公司和代表处。SPI 从 1999 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活动，为快速成长的中国高

科技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拓展中国市场的全球客户提供市场进入方案，并支持欧盟或其它国际组织资助的国际项目活动。

SPI 发展了许多重要的组织资源或能力，使其能够在全球为客户提供独特、有效的服务，包括跨越五大洲的国际化专业顾问

团队、成熟的知识管理系统、广泛的学术、商业网络、帮助私营企业发展国际业务的专业经验，以及作为协调人执行欧盟或者

其它国际组织资助的国际项目经验。

SPI 目前在全球拥有五十多名全职资深顾问，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

通过十年的发展，SPI 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并与许多重要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形成 SPI 重要的竞争优势。

通过与各种组织，包括政府机构、研究院、行业协会、科技园区、大学、各个行业的私营企业、欧盟在华机构的合作，为全球

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咨询服务。

spichina@spi.pt

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India China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uncil ）成立于 2003 年，是为促进中印两国经济

文化合作而成立的首个正式的、非营利性组织。总部位于印度新德里，ICEC 同时在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孟买、班加罗尔、金

奈、海德拉巴，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长沙、济南、佛山设有办事处。ICEC 理事会成员是来自中印各行各业

的杰出人士，包括政治家、官员、学者、记者以及商人。ICEC 与中印两国政府以及其附属机构亦有着紧密的合作，如两国大使

馆、两国各部级单位、中国各省政府、印度各邦政府、以及两国各类商会与文化团体等。

十多年来，ICEC 已成为中印两国经济文化活动的联络点，活动涉及政策研究、产业报告、文化展览及商务合作对接等。

ICEC 与两国企业也有深入合作，如华为、中兴、特变电工、印度塔塔集团、阿达尼集团等。ICEC 是在“印度制造”与“一带一路”

促进下中印两国业务开展最活跃的组织之一。ICEC 拥有超过 5000 个会员，在中印商业交流方面，ICEC 已成为重要的节点。

每年在中印两国组织超过 30 场经济、文化活动，接待超过 50 个商业代表团 在两国间进行交流。此外，ICEC 也帮助企业 深入

调研、理解、融入两国市场。

info@icec-council.org

塞尔维亚天使投资联盟（BAAS）

塞尔维亚天使投资联盟（BAAS）是成立于 2018 年，是在贝尔格莱德注册的办事处。BAAS 是一个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

旨在促进和发展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更广泛的创业和创业，以及建立愿意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欧洲投资的投资者网络。BAAS 的

主要活动是发展世界各地投资者和企业家网络的创业、建立、发展和相互联系，以及制定和发展创业和创新领域的公共政策。

17+1 商务创新联盟（BIA 17+1，英文：The Business Innovation Alliance）的成立由中东欧十七个国家和中国组成，

旨在实现中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在创业创新、技术转移、投资、商务和经济合作领域的目标。

17+1 商务创新联盟的主要职能有：促进 17+1 联盟国家在创业、技术转移以及商业关系方面的发展；促进 17+1 联盟国家

在商业、创业以及投资网络的创新与发展；加强 17+1 联盟国家之间的商业、创业、投资网络和产业联系；负责 17+1 联盟国家

创新发展、技术转移、创业和商务领域的政策制定；根据创新创业、技术转移和商业的重要性来提升相关社会意识；加强 17+1

联盟国家的合作和联系网络构建，为创业创新、技术转移、投资和商业组织相关活动、会议及论坛；为创业动议的发展创造合

适的环境，支持初创企业、支持创新创造；创办教育和实践培训项目，培养创新创业、商业和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

17+1 商务创新联盟（BIA）

葡萄牙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司（SPI）



53 54

印中技术转移中心

尼日利亚气候创新中心（The Nigeria Climate Innovation Centre, NCIC）成立于 2018 年，主要任务是提供全面的、国

家主导的支持，以加快当地气候和清洁能源相关的技术开发、部署和转让。

NCIC 将为尼日利亚企业家和新企业提供孵化、能力建设和融资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在能源、废物和水管理以及智能农业领

域开发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NCIC 是由尼日利亚政府和世界银行集团（WBG）共同设计和建立的，世界银行集团为该中心提供咨询、技术和资金支持。 

业务领域包括绿色投资、合资发展、市场情报、政策和实施。

agarba@nigeriacic.org

ICTTC 是一家非政府、非营利性、由行业会员支持的组织，旨在发展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

ICTTC 的目标是： 

作为中印之间双边技术转移中心行使职能。

聚集技术转移组织和专业人员，打造覆盖中国与印度的技术转移网络。

充分发挥合作潜能，举办 B2B 会议并展示先进技术，力求增加中印企业间合作与适用技术的转移，并推进地区整合与创新。

关于科技创新政策的交流与合作： 

传达科技创新政策、行业科技发展计划与创新创业政策，开展共同研究，发布权威报告并引入最广泛的创新资源。

建立服务平台：为双方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技术转移与合作创新提供有效、高效的组织结构与渠道。 提供科技创新政策

信息、知识产权保护及与新合作伙伴互动的机会。

组织聚焦技术转移与合作创新的活动：

定期组织中印双方交流活动。举办双方需要的适用技术、科技创新及技术经理人培训方面的培训课程。支持双方的公司和“搭

建知识社会与创新社会的桥梁”研究实体共建示范基地。

加纳阿克拉影响力中心 Impact Hub Accra（IHA）

加纳阿克拉影响力中心 Impact Hub Accra（IHA）于 2013 年开始运营，其主要目标是将志同道合的个人都聚集在一个屋

檐下，纯粹是为了简化网络，协作和资源共享的目的。

Impact Hub Accra（IHA）致力于通过为小型企业创建弹性，动态的集群来刺激创造就业机会和包容性增长。在过去的6年中，

IHA 的工作已发展成建立 1 平方公里的阿克拉（Osu Ako Adjei），这是加纳的创新区，也是阿克拉企业家和大胆思想家的神经

中枢。下一阶段的增长涉及核心基础架构的集群化，以降低具有高影响力的小型企业的成本。 IHA 的 Ako Adjei 公园项目正在

寻求重大投资，以将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资产转化为活化的生活，办公室和视频群聊空间，以供高影响力的企业家使用。 20,000

平方米的太阳能混合使用空间将为本地企业，创意人士，技术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数字游牧民 / 自由职业者的全球社区提供服

务，并为进入加纳或甚至更多地进入非洲。

IHA 已经成为许多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枢纽，在阿克拉中心的枢纽内提供可负担的互联网和办公空间。除了提供对任何企业

的成长至关重要的这些服务之外，IHA 还提供其他服务，例如财务支持，财务建模，甚至提供网络活动和会议，这些活动和会

议可以作为选择初创企业的重要学习经验或课程。

accra.impacthub.net

尼日利亚气候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