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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大学毕业生创业可享最高20万贷款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30家 总量跃居东北首位

今后，
沈阳将大力发展创业贷款，
凡在沈创新创业的组织和个人，
均可享受个人
最高 15 万元、高校毕业生最高 20 万元、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最高 100 万元、
小微企业最高 300万元的创业贷款扶持政策。
昨日，
2019 年辽宁·沈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暨
“青青汇”
活动启动仪式在
沈阳建筑大学启动，
活动由辽宁省、
沈阳市政府主办，
浑南区政府承办。现场，
沈阳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沈阳在鼓励创新创业中的扶持政策。

与此同时，沈阳在双创成果方面也在加快速
度。实行市长与大学校长、科研院所长联席会议
制度，组建沈阳科技创新大联盟。培育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 41 家，培养技术经纪人 200 余名。2018
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15.9%，本地转化占
比提高到 28%。今年 1-5 月，全市登记技术合同
1897 项、同比增长 16.7%，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市场主体同比增11.4%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3.5天
近年来，沈阳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创造工
作，先后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
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首批双创示范
基地等国家级试点示范，集聚了巨大的创新
资源和发展能量。
沈阳双创环境不断优化，出台了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全面实施“沈阳
人才新政 24 条”
“ 新 9 条”等招才引智政策，
组织实施“大学生留沈倍增工程”等一系列
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举措，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到 3.5 天。目前，沈阳全市实有市场主体
81.8 万户，同比增长 11.4%。
同时，
沈阳双创载体建设加快，
机器人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机器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正
在加快建设，国际软件园、锦联双创基地、三
好创业创新大街等创新创业聚集区建设全面
提速。全市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8 家，国际合
作研发机构达到 58 家。全市众创空间、科技
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发展到 124 家，入驻企
业 7400 家，
聚集创业人员 10 万余人。

35.45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同时，沈阳双创主体不断壮大。全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达到 1431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230
家，总量跃居东北首位。涌现出 8 家“瞪羚”企业
和 1 家“独角兽”企业。可以说，沈阳正在成为创
新要素高度聚集、创造源泉充分涌流的双创高
地。

每年至少拿出2000万元给予贴息支持
在政策支持方面，沈阳继续深入实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战略，持续为创新创业创造清障搭
台，进一步完善双创融资服务。同时，大力发展创
业贷款，凡在沈创新创业的组织和个人，均可享受
个人最高 15 万元、高校毕业生最高 20 万元、合伙
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最高 100 万元、小微企业
最高 300 万元的创业贷款扶持政策，政府将每年

至少拿出 2000 万元给予贴息支持。
“近几年，沈阳的创新创业环境越来越开放，
几乎很少出现几年前对于创业迷茫的阻力，市场
也越来越有活力了。”米库创服副总经理毛小宇
说出自己对于沈阳近年来创新创业环境的感想。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娜

和平区
“科技金融广场”
正式投入运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和平区分会场启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徐月姣
报道 VR 主题双创展、
“星星市集”、大学生创业
主题电影点映、大健康项目路演……
昨日上午，
2019 年辽宁沈阳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和平区分会场启动仪式拉开了和平区
“双创”
大戏。启动仪式上，
和平区宣布近万平方
米的
“科技金融广场”
已在三好街同方广场投入运
营，
这将更好地促进资本对技术企业的推动作用。

和平区各众创空间、企业代表、创客等 100
余人出席了启动仪式。本次双创周以“汇聚双
创活力，澎湃发展动力”为主题，通过集中组织
系列双创活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有利于
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地释
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启动仪式上，和平区对外发布了“科技金融
广场”及“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旨在促进资本对

浑南与47所高校
成立双创联盟
本报讯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记者李娜报道 一个专门面向沈阳高
校 50万师生和 400万校友的创业路演平台——
“青青汇”
正式成立。

昨日，在辽宁·沈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启动现场，浑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青
汇”的核心是发掘高校的优秀创业项目，帮其
打磨商业模式、对接资源、塑造品牌，为沈阳培
养高成长企业、平台化大企业等输送种子队
伍。
“ 青 青 汇 ”取 自《诗 经·郑 风》中 的“ 青 青
子衿、悠悠我心”，是由沈阳高新区联合北京
长城战略咨询公司以及沈阳市各高校院所，
共同打造的创新创业路演品牌活动，由周路
演、月路演和年度路演共同组成“阶梯式”选
拔体系。
周路演由各高校自主组织本校项目初
选，形成各自的代表队伍；月路演将邀请 1012 家企业路演（各高校推荐周路演优质企业
参加月路演活动），活动前组织“海选+打磨+
预演”，召集各高校初选队伍同场“PK”，选出
“ 种 子 项 目 ”；年 度 路 演 将 集 合 各 月“ 种 子 项
目”进行最终比拼，选拔出一批可商业化操作
的苗项目，纳入“瞪羚实验室”培育计划，进行
孵化育成。

“沈阳的创业基础非常好，因为沈阳有很
多的科研院所，每年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
果数量在全国都可以排在前几名，”长城战略
咨询、沈阳业务中心负责人吴勇说，
“科研成果
转化需要有专业的平台来筛选、对接优秀的创
新 创 业 项 目 ，解 决 企 业 做 不 大 、做 不 好 的 问
题。”
吴勇表示，在后续服务方面，
“ 青青汇”将
针对公司战略或商业模式的难点问题，提供一
次专业指导；每年筛选 1-2 家企业进入瞪羚实
验室，提供一对一个案打磨。同时，对于优秀
企业和项目将由沈阳高新区优先推荐对接区
内外资源，包括了孵化载体、金融资本、科研院
所、龙头企业、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等。
“青青汇”不单是项目路演平台，也是沈阳
47 所高校、50 万师生及 400 余万校友交流创新
创业经验的舞台，更是未来优质企业、优秀团
队梦想开始的地方。今后，辽宁各高校将加快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和大学科技园、加紧完善师
生创业教育和创业激励等机制，为“青青汇”路
演项目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技术企业的推动作用，搭建企业与政府、金融机
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引导科技成果与金融资
本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启迪科技园 VR 基地签
约 仪 式 和 VR 主 题 双 创 成 果 展 及 星 星 文 创 市
集。双创成果展进一步展示了和平区一年来的
双创成果。启动仪式当天，三好街上还举办了
大健康产业项目路演、校友之家主题沙龙、工业

大数据应用论坛等活动。
自 6 月 13 日起，和平区还将举办中关村科
技金融年度论坛、东北大学双创学院的第五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东北大学
选拔赛、第一届东北大学文创创意产品设计大
赛、大学生创业主题电影点映等活动；鲁迅美术
学院大学生创业中心的创业成果分享会、大学
生原创作品展等。

最年长63岁 最年轻19岁

沈北创新创业大赛
攻克
“卡脖子”
技术
6 月 13 日下午，
“ 有梦想、留沈北”沈阳市
沈北新区 2019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工程
学院礼堂举行。本届创新创业大赛涌现出很
多优质且技术水平高的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打
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填补国内领域空白。参
赛选手中最年长的 63 岁、最年轻的 19 岁，涵盖
博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企业董事长、大学
生等各类创新创业者。
本次大赛经过网上报名、海选赛、半决赛
和总决赛 4 个阶段。历时两个多月，面向全区
16 万在校师生、300 家科技型企业、17 个众创
空间征集参赛项目 92 个，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有 11 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总决赛。
决赛现场，经过三个小时的精彩路演，沈
阳国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业解决方案”项
目最终夺得冠军，将获得 5000 元奖金和免费
提供的 50 平方米创业场地。
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产业促进处
处长蒋日介绍，本届创新创业大赛涌现出很多
优质且技术水平高的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打破
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填补国内领域空白。
“通过
大赛，我们将遴选出具有投资价值的产品、技
术和商业模式，挖掘出优秀的创业团队，为大
家搭建创业展示和孵化成长的平台，将创新创
业活动贯穿全年。”
沈阳新阳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齿轨登

山电车”项目，攻克了“卡脖子”技术，开发出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齿轨电车，在山地坡路实现舒
适、便捷、高效的人员运输。
“金红石单晶体制备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在国内率先推出高品质的金红石单晶
体，自主研发高品质光学级数控晶体生长炉,
有效降低光通信器件成本，打破日本金红石单
晶体垄断市场,取代进口材料。
沈阳芯魂科技有限公司“芯魂机器人大
脑”项目，打造具备思考能力、拥有 13 个月孩
子智商的宠物机器人，给人带来无限依赖感和
养成的快乐。
沈阳师范大学“纸上光年”是传承手绘文
化、分享感动、留住瞬间的文化创意项目，曾荣
获数十项省级、国家级创新创业类奖项。
沈北新区近些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2019 年初，凭借 999 项有效发明专利，沈北新
区荣获 2019 年中国创新百强县，是东北三省
唯一一家入选县。
年初以来，沈北新区多措并举，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
度推进。目前，已集聚了众创空间、创业基地
17 个，其中国家级 7 个，孵化总面积 8 万平方
米，入驻企业（团队）650 余个。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