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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全面谋划与推动双创

发 改 委 工 作

推动建设若干双创示范基地，

进一步打造四众支撑平台，

大力发展创客空间和专业化众创空间

财 政 部 工 作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科技型、创业型中小企业

和城乡基层就业创业政策。

扩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全 国 政 协 工 作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题协商会

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跟踪调研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专题调研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1 总体情况介绍



 国务院与各部委总体布局与实施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国发［2016］1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国发［2016］35号）

1 总体情况介绍



1 总体情况介绍

国务院办公厅［2016］35号文（2016年5月8日）

《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实施意见》

根据“区域特点、组织形式、发展阶段” 

首批选择了28个区域和单位先期开展示范基地建设

7个企业示范基地17个区域示范基地



4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

1 总体情况介绍



三类示范基地聚合作用

区域型
双创基地

大学型
双创基地

企业型
双创基地 形成协同团簇

服务创新主体

各级政府 政策资本1

高校院所 技术人才2

各类企业 最终载体3

1 总体情况介绍



面向双创主体（教师+学生+校友
+海外人才）的实际需求，

突破制约大学生与科研人员等双

创的政策性瓶颈

完善创业人才培
养和流动机制

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

建立健全双
创支撑服务
体系

高校基地

建设任务

1 总体情况介绍

构建大学生创
业支持体系

高校类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任务



我们需要形成的经验是：
高水平大学如何推动高水平双创

人才培养转型与提升 科学研究转型与提升

社会服务转型与提升 文化传承转型与提升

高水平大学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提升

为完成习主席要求的“第一个南大”探索出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1 总体情况介绍



“三个协同”
支持服务体系

“五位一体”
双创人才教育体系

“四创融合”
成果转化孵化平台

原创性
研究

课程、讲堂、
竞赛、训练、

成果孵化

创新、创意、
创造、创业

校校、校企、
校地

1 总体情况介绍

重点工程：四个平台



 平台一：产学融合“校园众创实训平台”

重点项目1 “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重点项目2 “科创之星”大学生众创空间
重点项目3 大学生创业园
重点项目4 现代工学人才双创技能实训基地
重点项目5 精准药物创新中心
重点项目6 创新创业在线教育平台
重点项目7 创新创业导师库



    构建了分层次、分阶段、分群体推进的“五位一体”
创新创业教学体系，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14

创新创业
成果孵化

创新创业
训练

“五位一体”
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对接市场
创业实践

体验训练
能力培养

创智启蒙
开拓视野

第三层次
与个性化培养

结合

第二层次
与专业教育结合

第一层次
与通识教育结合

创新创业
竞赛

创新创业
课程

创新创业
讲堂

“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平台二：校地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重点项目8 微纳制造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9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10 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11 新材料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12 光电器件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13 智能化软件新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分平台
重点项目14 线上线下技术成果交易平台



平台三：校企协同“文化创意产业平台”

重点项目15 影视产研中心
重点项目16 创意营销产研中心
重点项目17 数字媒体产研中心
重点项目18 戏剧产研中心
重点项目19 城市与建筑设计产研中心
重点项目20 美术产研中心



平台四：国际合作“创新创业支持平台”

重点项目21 双创数据库建设项目
重点项目22 双创研究报告和指数报告项目
重点项目23 双创理论政策研究项目
重点项目24 双创人才培养研究项目 
重点项目25 双创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重点项目26 双创发展高层论坛项目





l 结合南大实际、找准障碍堵点
l 深入双创师生，掌握真实需求
l 营造环境、出台政策、逐步完善
l 校园：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园、实训中心
l 科学园：双创枢纽区、加速器
l 产业园：企业总部、双创人才公寓
l 海外合作
l 通用技术平台、试验验证平台
l 开放服务平台、资源共享平台
l 固定资产投资、软硬件设备购置
l 双创人才培养
l 科技成果转化
l 文化创意作品
l 双创支持服务

政策措施
实践完善（1）
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

资产设备
购置使用

项目建设
平台运行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2）

（3）

（4）



（1）政策措施 实践完善

依托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环境与政策，
已出台南大双创政策20项，待出台政策13项

前瞻性

能落地

关联性

可操作

协调性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双创
枢纽区

南京大学校园 校外政产学研平台

南大科学园 宝华产业园

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1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南大科学园双创枢纽区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2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南大-宝华创新创业示范园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3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南大-宝华创新创业示范园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4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南大-宝华创新创业示范园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5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宜兴环保平台：环境医院综合功能

双创功能：7.2万m2(18栋孵化楼及1栋综合楼)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6.1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u 2015年被省经信委认定为“五星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

u 2016年度获批建设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水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盐城）

u 国家淮河流域再生水利用与风险控制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u 有机化工废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u 石化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及成果推广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7年1月4日，盐城市市委书记王荣平带队的盐城市党政代表
团赴南京大学，达成了近40项合作协议，其中有18个项目确定签约实
施，合作金额达5926万元。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6.2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平台建设促进环保产业发展与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

孵化企业：累计孵化30家，2016年新增孵化9家

服务企业：累计服务1000余家，2016年服务235家，带动辐射区相关产业产值36亿元

电商服务：辐射企业数量达1800家

检测服务：CMA认证项目达1277类

学科水平提升明显：

2011年以来，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2011、2016)、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2013、2015)、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16)。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6.3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南京大学”科创之星” 大学生众创空间

（2）载体平台 建设升级-7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四大平台初步具备了运行支撑能力

实训中心、检测平台、

开放共享平台设备

（3）资产设备 购置使用-1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现代工学人才双创技能实训基地

国际化示范学院：
已经开展国际化工程学教学课程 效果图

（3）资产设备 购置使用-2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精准药物创新中心

微生物
发酵接种

微生物发酵是重组蛋白质药物
规模化生产的基础

细胞单元

动物细胞培养是获得修饰
性蛋白质药物的重要载体

生产纯化
单元

利用蛋白质层析等技术分离
纯化蛋白药物的是获得生物
药物的必要工艺

质量控制

生产过程中蛋白质药物的
纯度、稳定性、结构的检
测是对药物生产的质量控
制的关键

活性检测

生物活性检测是产品
药效的重要保证

药
物

制
剂

产
品

再现生物医药研发完整链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模拟行业产业完整研发链条的实战环境和状态

模拟“生物医药”完整产业链 效
果
图

（3）资产设备 购置使用-3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苏州乐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3年8月，现有员工60

名，主营移动游戏研发及发行推广，业务涵盖移动游戏软件及融合广告营销、

大数据分析于一体的计费平台的开发和发行推广。

16年11月14日   

新三板挂牌上市
（证券代码：839603）

16年5月17日

股改审计终稿
完成，6月初变
更为股份公司

15年6月

极道资本牵投
2400wA轮融

资

14年6月

银杏谷牵投
120w天使轮
融资，估值

1.8亿

13年8月

注册成立

2016年上半年较2015年：利润环比增长：200% 利润同比增长：457%

乐米一体化平台——移动游戏研发及发行推广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双创教育

创业学生案例一



Insta360全景相机

       深圳岚锋创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全景影
像技术的研发，致力打造世界最好的VR全景相机。
       目前公司拥有逾100位员工。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9月 获IDG百万级美元天使轮投资
2015年3月 获启明创投800万美金A轮融资
2016年3月 获迅雷网络领投2000万美金B轮融资
2016年8月 获苏宁集团B+轮战略投资

2015年 公司推出的全球首个企业级360°全景相机Insta360 4K

2016年3月 Insta360 4K受新华社、CCTV、人民日报、新浪新闻等国内主流媒体青睐，频频出现在2016全国两会新闻
报导现场，走红网络。

2016年7月 Insta360 Nano上市，8月成为Facebook官方推荐全景相机。

2016年7月 Insta360 Air在美国进行众筹；

2017年1月 8K专业级3D VR全景相机Insta360 Pro在CES展上正式公布，产品即将对外发售。

3 建设进展与成效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双创教育

创业学生案例二



南京宜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2年8月，注册资本93.75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货运信息咨询；物流技术服务；

计算机网络系统维护与服务。公司旗下运策网是中国首家货车调度服

务平台。

目前服务企业超
过8000家，司机

10万人，

常用注册用户
500人，目前月

营业额过亿

15年10月

获首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金奖

15年4月

源码资本1000万
美元A轮融资；

B轮融资

3000万美元

14年8月

上市公司天泽
信息300万元的

天使投资

12年8月

注册成立

2017年、2018年、2019年收入增长率的估计分别为300%、280%、240%

运策网-整车货运O2O平台
--国内唯一闭环整车货运020平台，中国式的C.H.Robinson

3 建设进展与成效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办事处 13个 33个 99个 277个 665个

收入 21900万元 48180万元 144540万元 404712万元 971308万元

创业学生案例三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双创教育



获奖情况
蒋公的面子

3 建设进展与成效

上海《东方早报》评选编剧温方伊和导演吕效平为“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

鲁迅文化基金会和搜狐网评选该剧为“鲁迅文华奖” 2013年度戏剧。

《中国文化报》评选该剧创作团队为“2013文化产业年度人物”。

《南方都市报》评选该剧创作团队为2013“年度文化人物”。

2014年入列江苏省文化厅“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2015年获江苏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12—2014）奖。

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于2006年成立，2014年注册公司。自2012年首演来，《蒋公的面子》已在国际范围内共演
出超过260场，票房逾千万，剧团营收超百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创业学生案例四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双创教育



 2015年，南京大学荣获“首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和“中国高教学会创新
创业教育分会先进单位”

2016年，入选国家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强，荣获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先进集体奖

u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我校获得金奖1项（全国亚军）、银奖2项

u 2012级本科生荣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领域最高荣誉——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u 联合阿里巴巴和美国Databricks公司 荣获2016年CloudSort大数据排序世界冠军（计算界奥运会）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双创教育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u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斩获创新金奖、优秀组织奖、先进个人奖和高
校展区优秀展品奖等四项大奖，获奖数创历史新高。

u 2016年 “以国际视野研发超大通量精细塔器分离新技术” 案例入选中国高校产
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u 四个项目入选全国双创周深圳主会场核心展示区。
u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成果奖
u 第四届中国江苏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各1项
u 获2016“创响中国”巡回接力首站活动暨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参展项目A类奖励1

个、B类奖励2个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成果转化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社会影响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4）平台运行  项目建设-示范辐射

2 建设进展与成效

    2016年12月16日在江苏省高等
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南京大
学组织江苏高校教师创新创业能
力提升研讨会。

       3月17日，高教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
“国创计划”专家组组长、沈阳化工大
学校长李志义，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处
长袁靖宇，各省（区、市）高教处负责
同志，“国创计划”专家工作组成员以
及全国各有关高校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负
责教师等150余人考察双创示范基地。





u构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与“双一流”建设有机融合的“嵌入
式”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

u形成特色双创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建设弹性多样化学生评价体系。

u推动完善政产学研协同机制，与地方合作建设创新载体，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实现产业与学科互哺共赢。

u以问题导向、原创科研、学科交叉与创新链建设作为源头技术供
给侧的改革重点，构建原创科研成果转化体系。

         2016年12月21日国家发改委组织第三方评估，专家组肯定了
南京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认为南京大学围绕顶层设计、人
才、成果、生态等四方面形成了高校型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经验。

3 第三方评估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