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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琼深党报融媒跨区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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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创新要素，倾心扶持创客创业，坚持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中国硅谷”的成长密码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
从曾经的“科技荒漠”成长为
中国创新之都。如今，深圳
在5G技术、超材料、柔性显
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
技创新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诞生了腾讯、华为等世界
级的科技明星企业，甚至被
人们称为“创客天堂”“蜚声
国际的设计之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创客
聚集于深圳，许多跨国公司
在深圳设立了资讯站，捕捉
最前沿的创新趋势。这也从
侧面印证了深圳作为创新之
都的独特魅力。

深圳的创新要素是如何
聚集的？近日，《海南日报》
“奋进新时代 特区新使命”
采访团来到深圳，在深圳湾
创业广场、华强北国际创客
中心等地，感受创新之都的
创新节奏，探索创新之都的
成长密码。

8月16日中午，当采访团来到深
圳湾创业广场时，正值午饭时间。人
群从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中走出，进入
广场一楼的咖啡厅、餐饮店就餐。

在等候饭菜上桌的时间，不少人
拿出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打开。这
些在附近写字楼里工作的食客们谈
论最多的是如何推进创业项目，如何
优化设计方案。走在深圳湾创业广
场，海南日报记者感受到了一种年轻
向上的力量和你追我赶的创新创业
氛围。

深圳市星火车联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方先洋对此感触颇深：“我们公司
在深圳湾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这里
的创新创业环境，特别是聚集在这里

的创新型人才。”
深圳市星火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是入驻深圳湾创业广场的第一批初
创企业之一。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该
公司的产品已从最初的车载 ETC
（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GPS（全球
定位系统）产品，升级为自主研发的
集胎压监测、货物装载量显示等功能
为一体的货运卡车智能信息采集系
统，实现了从单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
华丽转身。

“从创立企业到自主创新，我花了
3年时间。”方先洋说，初创企业需要
一个有活力的成长环境，深圳湾创业
广场聚集了大量创新型人才，只要你
有好项目，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深圳湾创
业广场的管理很到位，且与许多国际
厂商、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入
驻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此
外，深圳湾创业广场还引进了一大批
全球顶尖的创业孵化器，为创客提供
优质的创业服务。

在深圳市区随处可见的标语“发
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很好地诠释了人才、创
新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深圳出台
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创新
型人才在深圳安家落户。近两年来，
国内各大城市间的人才“抢夺战”日趋
白热化，深圳进一步降低人才落户门
槛，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奖励补贴力

度，在资金、科研等方面对创新型人才
及团队进行扶持，提升深圳对创新型
人才的吸引力。

近年来，深圳先后出台《深圳市
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年）》《深圳市关于促进创客发
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等政策，并安
排5亿元创客专项资金、设立创客基
金。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启动资金、创
客空间、创业服务方面对创客进行全
方位扶持，让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

“创客天堂”。
正是千万个像方先洋一样的创

客，构成了创新之都的血液与躯干。
他们创立的企业有一天可能会成长为
又一个腾讯或华为……

创新氛围浓厚，创客纷至沓来

走进位于华强北电子世界七楼的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只见一排排长
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电子元器件，
大厅内的3D（三维）打印机整齐摆放，
墙壁上挂着许多未完成的设计图纸。
大厅一旁的吧台供应着咖啡，不时有
年轻人脚步匆匆地去取咖啡。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位于深圳华
强北商圈，商圈内聚集着赛博、远望、
新亚洲等众多知名电子科技企业，是
中国种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海归”陈绮是华强北国际创客中
心的一名创业者，他的创业团队此前
由知名IT厂商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已
具备自主研发各类电子产品的能力。
目前，该创业团队正在加紧研发各种
适用于特殊环境的微型台式个人电
脑、电子白板。

“在深圳，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很
多接小订单的代工厂，只需花几万元
就能开模让我们的产品实现小规模量
产，不用担心市场推广问题，这让我们

可以集中精力研发产品。在创客中
心，摆放着多台用于测试产品的设备，
从事硬件开发业务的公司可以共用，
节省了研发成本。”陈绮说。

在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密布的
格子间内聚集着数十家科技创新型小
微企业。在该中心的产品展示区，新
研发出来的科技产品令人大开眼界：
一体式VR（虚拟现实）终端、个人便携
式酒精测试仪、空气质量测试盒……

“研发产品的过程中，缺少任何

一种电子元器件，只要乘坐电梯下
楼，在市场内就可以找到，这大大减
少了我们的物流和时间成本。”陈绮
表示，楼下挑选采购元器件，楼上设
计创新，华强北的硬件研发环境在全
球绝无仅有。

除了华强北这个电子产品集散
地，还有一大批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深圳。完整、高效的元器件供
应链是这些代工厂发展壮大的有利
条件。

创新要素聚集，产品研发成本降低

如果说这些聚集于深圳湾创业广场、华强北
国际创客中心的创客是深圳科技创新的单体细
胞，那么大中型科技企业就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
力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
是深圳建设创新之都的“源动力”。

在深圳科技界流传已久的六个“90%”，体现
了创新之都的成色：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
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
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
由龙头企业承担、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

如今，无论走在深圳湾创业广场还是华强北
商圈，随处可见腾讯、阿里等知名企业旗下的众创
空间的LOGO（标识）。在深圳创新产业链条上，
既有华为、中兴、腾讯等知名行业巨头，也有大疆、
柔宇、超多维、微芯生物等新近崛起的创新型科技
企业，还有柴火空间等一批创客空间，形成了丰富
的创新梯级层次。

这种“企创”模式通过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
用，聚合创新资源，实现研发、生产和市场的有效
衔接。此外，通过加快推进“深港创新圈”建设，深
圳、香港两地在科技创新、科技教育、科技交流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如今，创新已成为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引擎。据统计，2017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GDP比重达4.13%，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6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有51件发明专利
获得授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32.8%，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力，深圳被越来越多的人
称为“中国硅谷”。高度重视创新第一动力、人才
第一资源的深圳，正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创新生态链，进一步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本报深圳9月2日电）

目前，深圳拥有国家、省、
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
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
术中心等创新载体

企业为创新主体
六个“90%”成就“中国硅谷”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GDP比重

达

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等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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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平均每天有51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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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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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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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深圳华强北国际
创客中心创业者陈绮在工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深圳华强北商圈。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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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给我和妹妹的帮助，让
我和妹妹能读书。”在开学之际，得知
自己和妹妹的读书问题得到解决，12
岁的莫在荣心中充满感恩。

莫在荣是定安县定城镇田洋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父亲患有精神疾
病，母亲几年前离家出走未归，他和患有
视力残疾的妹妹莫在喜都靠奶奶来养
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得益于定安教
育精准扶贫的学生资助政策，现在莫在
荣和妹妹每年分别能获当地政府发放的
伙食费补助和学习生活用品费补助共

2400元，此外，定安县第三小学还为莫
在喜实施“送教上门”帮扶活动，让她与
正常孩子一样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定安着力
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全覆盖”的教育精准扶贫资
助体系，对贫困学生进行摸底排查，并
跟踪帮扶，让贫困家庭子女安心上学，
基本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
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含高职）等
各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全覆盖，实现不落一人全资助，确保不

发生有适龄儿童因贫失学、因学致贫。
定安县教育局局长韩玉芬表示，在逐

一核实的基础上，定安县教育局按照“不漏
一户、不落一生”的目标，继续实施普通高
中国家助学金、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学前教育资助。

截至目前，定安已核定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5661人，低保、特困供
养1171人，已累计发放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生活补助资助资金709.12
万元，发放低保特困供养学生生活补
助资助资金160.25万元。

“4年前，我考上大学，在这里领到了助学金，
如今我考上研究生，又一次来到这里，感谢定安教
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8月
24日，定安县教育发展基金会举行2018年度“奖
优助学”颁发仪式，奖励6名优秀学生和资助53
名贫困学子。仪式上，今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研究生的曾倩怡说。

该基金会自2012年7月31日成立以来，已
募集基金上千万元，资助贫困家庭优秀大学生、在
校在读失依家庭中小学生、在校在读孤儿中小学
生、奖励全县中高考优秀学子和优秀教师的资金
已超过200万元，为定安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实实
在在的贡献。

在定安县龙河镇西坡村，贫困家庭大学生王
玲因父亲患肝病，曾打算决定放弃学业，打工为父
亲筹集治病钱。王玲的遭遇受到了定安爱心协会
的关注，经协会广泛动员，300余名爱心人士为她
筹集助学善款和父亲的治病费用共3.7万余元，并
每月为她提供500元的生活资助，让她继续上学。

在定安，还有邱良炳教育基金会等众多社会爱
心机构和组织，以暖心善行，为贫困学子出一份
力。除了社会爱心组织外，在定安龙湖镇高林村、
富文镇大里村等村，诸多村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教育
基金会，让孩子们在求知路途中，再无后顾之忧。

“2003年，村里有4个孩子由于家境贫困，小
学还未毕业便相继辍学，这让村民们痛心不已。”
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张岳崧教育基金会发起人、
理事长张贵介绍，为了帮助他们继续上学，他组织
村民合力资助了这4个孩子，并共同发起基金会，
让村里每一个孩子不因贫困辍学。如今，基金会
已为近150名学子提供奖学金。

（本版策划/撰文 段誉 图/王兰兰）

定安推进教育扶贫，多方联动完善贫困家庭子女助学机制

资助不漏一户 上学不落一人

定安还通过精准帮扶，让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不落一生全上学。据
了解，为了实现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的精准帮扶，定安县教育局和家、
校联系，逐级建立《建档立卡等家庭经
济困难学校控辍保学工作台账》，落实
干部、教师分片包村责任制，成立专项
工作组指导协助学校切实做好辍学学
生的劝返工作，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
进行“万名教师访万家”及回访工作。

同时，定安确保不漏一人、不错一个，
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爱体系，对建档立卡

辍学学生开展“一对一”关爱劝导活动，对
于已提供残疾证件或相关证明的残疾儿
童，组织开展“一对一”送教上门辅导。

据统计，2015至2016学年度建档
立卡户辍学学生共63人全部劝返；2016
至2017学年度建档立卡户辍学学生共
13人全部劝返；2018年春季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辍学学生共43人全部劝返。

同时，为了提高教育精准扶贫政
策知晓度，定安专门印制了《教育精准
扶贫政策宣传手册》，详细介绍从幼儿
园到大学的政府资助政策，发到各学

校和贫困户家中。此外，还会通过各
类媒体进行宣传，让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及家长了解并记住资助政策。

“为给学生们提供优质服务，我们
面向贫困学子组建了‘扶贫政策早知
道’微信群，定期在其中宣传扶贫政
策，并针对性地指导他们申请相关帮
扶政策。”定安县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
陈锐介绍，同时，定安县教育局今年投
入10万元设立生源地贷款服务大厅，
提升申请、审批、服务效率，并面向贫
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

教育精准扶贫资助体系全覆盖

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爱体系

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贫
困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改变
家庭的命运。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定安县致力于推
进教育扶贫，联合政府、校园和社会力量完善贫困户子女
助学机制，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因学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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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凝聚爱心铺平学子求学路

定安县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度“奖优助学”颁发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