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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人才大省，江苏可谓实力担
当。在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
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
人才培养引进体系，让更多战略科
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大展
身手、迸发活力。

“我的体会是八个字，‘筑巢引
凤’和‘引凤筑巢’。”省政协委员、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说，南大目
前有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一大
批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平台。我们把
平台氛围打造好、设施维护好、体
制建设好，发挥出平台的技术辐射
作用和人才虹吸效应。而“引凤筑
巢”说的则是在学科不断交叉，科

研边界持续向“无人区”推

进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引进一些领
军型、复合型人才，重点支持，并基
于他来打造创新团队。

省人大代表、南京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芮鸿岩告诉记者，南京工业
大学通过承担江苏省“科技改革30
条”试点工作，稳步推动各项政策落
地。以市场为风向标，南京工业大学
鼓励学院和老师结合地方经济、行
业和企业转型发展的需求，与行业、
企业组建联盟进行结对研究，全力
推进学校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
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中
去。省政协委员、南京理工大学校长
付梦印介绍，南理工2017年起启动
了职称改革，将职称评选体系从教
学科研并重和科研为主两大类，扩
展为教学为主型、实验教师型、教学
科研并重和科研为主四大类。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在今年的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科技
与经济结合、成果向产业转化。

“作为改革‘试验田’，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在过去5年内，围绕各
个产业细分领域，在全省各个区
域建设57家专业研究所，研发人
员突破1万人，成为江苏突破原始
创新、攻关‘卡脖子’技术的核心
力量。”省人大代表、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院长刘庆告诉记者，为帮
助江苏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升
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省
产研院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创新
载体建设、创新资源集聚和产业
需求挖掘等方面再上一个台阶。
刘庆透露，未来省产研院将拥有
专业研究所总数达到80家以上、
拥有研发人员超过2万名，国内外
战略合作高校各60家。在需求端，

希望能够从现在的130多家细分
产品领域的龙头企业扩展到600
余家，基本完成江苏产业技术创
新体系的建设。

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期间，
致公党江苏省委的一份集体提案
中，提出要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
用，推进重点产业技术联盟培育。
采取“企业+联盟”模式，大力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省政协委员、万帮数字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丹薇向记者介
绍，万帮能源牵头组建了江苏省新
能源汽车能源与信息创新中心，中
心由11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股东，3家
同行企业共建，近千家联盟成员单
位以“联盟+中心”的形式参与，两年
多时间申请了400余项专利，产生
了1亿元的科研成果转化收入，还攻
克了车电融合、电网融合等跨行业
跨领域的技术难题。

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大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
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支持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牵头组建创新联合
体，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
企业协同创新。

省人大代表、南京晨光东螺波
纹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牛玉华认
为，在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共性技
术的研发方面，不能单纯地依靠市
场机制推动，需要政府的积极协
调。她建议，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下，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纽带，以产
学研联盟为载体，多方合力，力争
突破一批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
术，促进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化肥、农药等这些农业的投

入品，一定要是以企业为创新的主
体。”省政协委员、省农科院院长易
中懿告诉记者，科研院所出的品种
容易出现“同质化”，但企业的目标
是很明确的，他们对品种的要求一
定是要有差异化，要解决问题，要
满足市场。

省人大代表、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民告诉记者，目前徐工的国际化
率在20%左右，计划在三到五年
时间里努力上升到50%左右。他
表示，在国际市场的比拼中，徐工
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不
少技术的研发在国际上领先，需要
解决好的更多是产品适用性和服
务的问题。

在2021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根据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江苏完善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
帅”机制，加强解决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卡脖子”问题。还将加大重
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提升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功能，
大力支持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
室、太湖实验室争创构建国家实验
室，积极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
共性技术供给。

省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天文与
空间科学学院院长李向东认为，基
础学科及其创新平台的建设是城
市的一张重要名片，一方面可以产
生“从0到1”的创新成果，另一方
面可以吸引国际上的人才汇聚到
平台上来。

“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方面，
江苏还要继续努力。”省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杨桂山
报出几个数字：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和平台，上海张江集聚了
8.5个，其中包括投资超百亿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相比
之下，目前南京只有1.5个。杨桂
山说，重大科技基础是国之重器，
是瞄准学科前沿、瞄准未来发展
的重要平台，没有这些“杀手锏”
就很难实现重大成果原始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他希望，“十
四五”期间，江苏能瞄准基础研究

“利器”，多做布局。
省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副校长

陆延青在昨天的全体大会提交的发
言中说，当前，各省中心城市已成为
承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主要空间
形式，除合肥、上海之外，成都、杭州
等中心城市也已全面发力，“前有标
兵后有追兵”，江苏要积极争取处于
科技前沿、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多列入国家

“十四五”相关规划。

如何化“卡脖子”为“杀手锏”？
代表和委员谈强化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今年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个重
点工作，就是着力强化科技创新，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如何将
“卡脖子”变为“杀手锏”？在今年
的省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名
代表和委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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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能干肯干的人大展身手？
一边“筑巢引凤”，一边“引凤筑巢”

如何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龙头企业串起上中下全部产业链

企业如何成为自主创新主体？
多方合力，大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

关键核心技术如何攻关？
加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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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7位数奖池7495万

1月 28日晚，江苏体
彩7位数将迎来新一期开
奖，目前该玩法奖池为
7495万元。作为江苏本
土游戏，7位数上市时间
超过20年，送出了众多大
小奖项。敬请关注7位数
新一期开奖表现。苏缇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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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第21027期）
中奖号码：0 2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2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073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2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00 22 33 66 5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4545注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12期）
中奖号码：5 10 11 13 16 23 26
特别号码：3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注 806309元
二等奖 13注 8860元
三等奖 293注 786元
福彩“15选5”（第2021027期）
中奖号码：3 7 11 12 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90注 2092元
二等奖 4992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027期）
中奖号码：4 7 2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单选单选 766766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12341234注注 173173元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1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 5 7 2 6 1+羊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每注奖额
一等奖一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1注注 1000010000元元
福彩“刮刮乐”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2626 日江苏中奖注数日江苏中奖注数
129472129472注注，，中奖金额中奖金额26527202652720元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心
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102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7 8 13 14 19 26
28 29 31 35 45 51 53 54
59 61 62 63 77 80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12期）
开奖结果：前区：06 12 20 23 33

后区：01 09
奖等 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1注 10000000元
追加 1注 8000000元

二等奖 基本 93注 124142元
追加 45注 99313元

三等奖 291注 10000元
四等奖 476注 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