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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副书记廖国勋一行到上海理工科技园调研

       3月11日下午，上海市委副书记廖国勋来到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翔殷路基地，调研大学科技园建设情况。上海市

委副秘书长燕爽、市教委主任陆靖、市科委主任张全、市教委巡视员蒋红、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区长薛侃、副区长赵亮、上

海理工大学校长丁晓东等参加调研活动。

       上海理工科技园总经理荆勇汇报了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目前全市仅有的4家国家A类科技园的整个发展历程，

并详细介绍了科技园以“一园多基地、一体加两翼”的战略规划而创建，在创新资源汇聚、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

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一些做法与经验。

       廖国勋还走访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园区优秀企业“毕得医药”，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发展以及目前复工复产

等情况的介绍，并给予了肯定。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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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一行莅临上海理工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调研复工复产情况

       3月9日下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一行莅临上海理工大学国

家大学科技园，调研园区及园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上海理工大学副

校长刘平陪同调研，科技园总经理荆勇、园区企业上海每天节能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李涛接待。

       刘平副校长介绍了疫情期间，科技园区的防疫工作以及上海理工

大学医工交叉项目的推进情况，通过向上海驻武汉医疗队收集到的近

89项临床项目需求，落实多项抗疫医疗技术方案和技术突破。未来，

形成的技术成果也会在科技园实现产业化。

       科技园总经理荆勇、每天节能环保总经理李涛分别就科技园复工

情况及公司复工情况做了介绍。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国内首家“国家大学科技园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落地上海杨浦

        4月28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携手上海添慈实业有限

公司，签署了《共建“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退役军人创业孵

化基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首家“国家大学科技园退役军人

创业孵化基地”落地上海杨浦。

       上海理工科技园是由上海理工大学、杨浦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建

立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位于翔殷路128号，属于低容积率的生态型

科技研发基地。园区紧密依托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坚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走高新技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

新和产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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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基地辅助企业免费申领无接触考勤设备

       蚌埠基地为帮助企业解决疫情期间传统考勤打卡方式可能存在的新冠病毒交叉感染风险，按照蚌埠市经济和信息化中小企业局

的指导，帮助园区11家企业免费申领无接触考勤设备，并上门指导企业安装、使用。

       安徽省烁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庞星星在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并成功进行第一次线上打卡后，由衷的对园区前来服务

企业的工作人员说：“感谢政府和科技园在疫情期间不仅为企业解决租金免租，还为企业解决员工上下班打卡问题，让我们感受到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心里却是温暖的，同时也对复工复产充满了信心。”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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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科技园团队莅临南通基地考察交流

        3月25日，春和景明，天朗气清。复旦大学科技园总经理王伟携

团队莅临上理工科技园南通基地考察交流，通州湾示范区组织人事局

局长陆骏骅、处长王青志参加本次交流活动，南通基地总经理杨君热

情接待。

       杨君首先向复旦大学科技园同仁详细汇报了南通基地园区运营经

验、未来发展规划以及高新技术项目产业化等情况。自2017年开园以

来，上理工科技园南通基地扎根通州湾，持续发挥“技术转移、创业

孵化、研发服务”等特色优势，先后获得南通市众创空间、江苏省众

创空间、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殊荣认定，并于2020年3月入围国

家备案众创空间公示名单。复旦大学科技园同仁对南通基地的努力成

果给予了高度肯定。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热烈祝贺南通上理科技园有限公司"集客空间·南通”

获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

        4月23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官方网站发布《科技部关于印发

2020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通知》的公告，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南

通基地“集客空间·南通”荣获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

       集客空间·南通位于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黄河路8号，

由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南通基地倾力打造，定位于“先进制

造业的科技引擎”。依托上海理工大学科研人才优势资源与通州湾示

范区管委会全方位扶持政策，结合上理工科技园先进服务理念与丰富

运营模式，集客空间·南通坚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不断推动

区域双创发展。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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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日，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特邀科技部创新基金专家库成员陈爱国导师为2020年“创业在上
海”参赛项目做“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主题培训，近七十家企业代表齐聚“云”端参加了此次赛前培训。

上海理工科技园2020年“创业在上海”赛前培训

“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线上直播活动圆满举办

       3月3日，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特邀科技部创新基金专

家库成员陈爱国导师为2020年“创业在上海”参赛项目做“如何撰写

商业计划书”主题培训，近七十家企业代表齐聚“云”端参加了此次

赛前培训。

       今年取消了专项赛、取消了现场答辩环节，但也增强了对“运用

新技术新模式应对疫情防控”项目的优先支持。申报材料，成为了参

赛项目与专家评审之间的“对话”渠道。陈爱国导师从撰写前的准备

工作、填报的秘诀和要点、商业计划书的内容组织等多个角度，为参

赛项目梳理了申报材料的撰写思路和注意事项，将容易被参赛项目忽

视掉的部分着重进行了提示。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2020年“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一对

一赛前辅导”活动顺利举办

       上海理工科技园作为此次大赛的杨浦区官方合作机构，结合大赛

举办了政策解读、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等系列活动。为了能给参赛企

业提供深度服务，3月6日下午，特举办了“一对一赛前辅导”活动，

邀请到三位资深创业导师上海寅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

文勤资本创始合伙人吕顺辉、上海旗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郑斯

信，从不同的角度为参赛项目作出辅导。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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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日，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特邀科技部创新基金专家库成员陈爱国导师为2020年“创业在上
海”参赛项目做“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主题培训，近七十家企业代表齐聚“云”端参加了此次赛前培训。

上理工科技园2020“创业在上海”赛前培训——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抉择” 成功举办

       随时疫情的持续影响，一些传统行业受到较大冲击，新兴行业面

临壮大机遇，人工智能（AI）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和新型产业的壮大有

重大作用。中小企业如何在当前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规划规

避风险、抓住机遇。

       3月10日，特邀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上海创业导师、新疆克拉玛

依市创业导师李俊开展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抉择”为主题的创赛

赛前培训，借此增强中小企业对当前创业环境的认知。此次培训反响

热烈直播观看量近9万，收到超过4000个点赞。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上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举办2020年市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及上海科技创新券申报辅导主题培训

        3月11日，作为2020年“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赛前

系列培训之一的2020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上海科技创新券申

报辅导主题培训成功举办，近600位企业代表在线上直播课堂参加了

本期培训。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仅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也有

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培训第一部分由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

公室高级工程师金志雄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

策依据、认定基本条件、认定流程、评价指标和企业自评条件等几方

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对申报表填写、研发费用和高新收入核

算等注意事项进行了着重提醒。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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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疫政策先行，人社创业补贴政策云解析》

培训活动顺利举办

        为了缓解当前阶段创业企业的经营压力，了解人社相关扶持政策

和申报要求，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市企业服务云、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的指导下，由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

孵化器、南科创实训基地共同主办的《科技防疫·政策先行——人社创

业补贴政策云解析》在4月16日下午如期开播。本期课程邀请到区就

促中心创业指导科副科长吴雁老师为创业者梳理各项人社创业扶持政

策，并逐一解读政策核心内容。基地创业实训部长汪子喻则着重讲解

了创业实训补贴政策以及申报要点。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上海理工科技园举办“5G开启智能经济新时代”

主题培训

        4月22日下午，由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上海紫竹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联手举办的“5G开启智能经

济新时代”准时开播，活动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首席科

学家、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副总经理、上海临港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

委员贺仁龙老师，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带领我们走进5G、了解5G智

能的新时代，共计500余人次观看。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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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日，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特邀科技部创新基金专家库成员陈爱国导师为2020年“创业在上
海”参赛项目做“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主题培训，近七十家企业代表齐聚“云”端参加了此次赛前培训。

疫情防控不松懈，创业服务不停歇——第38期项目路演活动顺利举办

        4月28日，上理工科技园联合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杨浦区

公共实训基地管理服务中心、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大桥街道中国电信创

新创业基地共同开展了一次与以往不同的项目路演活动。为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传统线下的路演活动改为线上模式。投资人、创业项目、创业园

区通过互联网共聚一堂，开展了一场软件服务行业的专场项目融资对接活

动。寅嘉创投投资经理施羽卉、齐天创服合伙人徐晶晶、拙朴投资执行董

事章燕等投资人和5个创业项目，共计7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投资人可以通过项目负责人分享屏幕，实时观看路演全过程，并通过

回放的形式重复观看。线上的路演活动结束后，群内的项目负责人和投资

人持续交流项目细节，气氛活跃。期待此次路演能有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

也为疫情期间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添砖加瓦。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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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无情，人间有爱——上海理工科技园志愿者

捐款活动

       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形势，为全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积极发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党总支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展

现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在特殊时期“有担当”的风貌，充分弘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发扬“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3月2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党总支、上海理工科技园

有限公司发出抗疫捐款倡议书，号召园区党员、科技园公司员工积极

行动。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长海深情 润物无声：一位美国人在上海杨浦律所

工作期间的爱心与奉献

        3月8日，位于杨浦区长海路街道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园区企业胜康律所正利用周末的时间召开一个电话会议。律所主任徐

微徨律师与作为高级顾问的史蒂文斯先生、专利代理师樊英如女士等

三人商量决定通过杨浦红十字会定向捐赠杨浦53位援鄂医护人员26.5

万元。史蒂文斯先生的话深深表达了对援鄂医护人员勇敢举动的敬意，

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抗疫幽默，又像是对自己在杨浦工作十年的人生总

结：“我2010年来杨浦，正好10年，现在是2020年，我想捐赠20万

元用于支持援鄂医护人员，祈祷他们都平安归来!”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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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检验实验室荣获

“2019年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3月27下午，杨浦区妇联主席金雪萍、杨浦区妇联副主席贺云蓉、

杨浦区妇联宣传发展部部长魏明芳、杨浦区科委科技人才科科长陆军

霞等领导莅临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向入驻在此园区的上海

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检验实验室荣获《2019年度上海

市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荣誉奖牌。上海迪安公司总经理

李丽以及迪安公司的“巾帼文明岗”工作领导班子出席了此次授牌仪

式，园区专职党群工作者史老师作陪并见证了此次授牌活动。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吴坚勇一行赴园区企业

上海精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考察调研

       4月22日，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吴坚勇，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盛春一行赴园区企业上海精智实业股份公司总部考察调研。公司董事

长魏杰、副总裁郑亮、行政服务中心总监蒋启亮，上海理工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总经理荆勇全程陪同。

      吴书记一行依次参观了公司历史展厅、智能车间展厅和未来展厅，

听取了魏总关于公司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介绍，

观看了公司《回首2019展望2020》宣传视频。

       会议期间，举行了上海精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校

友之家”揭牌仪式，双方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形成

产学研落地项目，切实为共同打造中国制造业的民族品牌而不懈奋斗。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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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获评为上海市中小企业优秀创业服务机构！

       根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开展2019年中小企业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沪经信企〔2019〕731号）的要求，上海

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绩效第三方评估工作。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在本次绩效评

估中获评为创业服务机构优秀服务机构！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12



2020年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第

一批支持项目公示

       近日，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0年张江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上海理工科技园及园区企业上海京德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塔兰行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达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得项目立项。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2019年度创业启动资金（一期）第二批评审结果

公示

      2019年度创业启动资金（一期）第二批经专家线上评审，最终有

64家企业通过评审。

      园区企业弛山（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滴溜溜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济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陇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蔓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翘元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丹

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乾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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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进行时】解决员工“头等大事”，园区请来了“Tony老师”

【战疫进行时】解决员工“头等大事”，园区请来了“Tony老师”

       为解决企业员工理发难题，本周起，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邀请理发师每周一、三、五进驻园

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企业员工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根据需求错时错峰理发。

       “这项服务大大方便了职工。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公司半数的同事都和我有着相同的烦

恼。”3月4日，在园区党群服务站内，上海洪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刘英胜终于解决了“头等”大事。截

至目前，已有29家企业的125名员工预约了理发服务，理发排班表已经排到了下周。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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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中午12:30，由上理工科技园总支委员会和联合二支部共同发起并组织了联合二支部、联合六支部、联合
七支部的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上理工科技园公司、园区物业公司的志愿者，在上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开展

了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主题党日活动。

two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同时也为了进一步配合、支持园区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利用志愿者们的午休时间，在园区的党群服务站开展了一次清

洁卫生大扫除和消毒工作。

three

参加此次志愿服务工作人员，每两人分为一个小组，按照预定的方案，对需要打扫的不同空间、对象进行分工与协
同作业，使此次大扫除活动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

志愿者们认真地开展每一项卫生清洁工作，不放过服务站内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设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连
每一本书都要认真擦拭消毒一遍，将服务站打扫得窗明几净，焕然一新。

志愿服务勇争先，防疫工作当尽责 共同迎来红五月，我为园区做奉献—— 记一场特殊的主题党日活动

         4月30日中午12:30，由上理工科技园总支委员会和联合二支部共同发起并

组织了联合二支部、联合六支部、联合七支部的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上理

工科技园公司、园区物业公司的志愿者，在上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开展了一次

有特殊意义的主题党日活动。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同时也为了进一步配

合、支持园区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利用志愿者们的午休时间，在园区的党群服务站开展了一次清洁卫生

大扫除和消毒工作。

       参加此次志愿服务工作人员，每两人分为一个小组，按照预定的方案，对需

要打扫的不同空间、对象进行分工与协同作业，使此次大扫除活动有条不紊的顺

利进行。

       志愿者们认真地开展每一项卫生清洁工作，不放过服务站内任何一个区域，

任何一个设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连每一本书都要认真擦拭消毒一遍，将服务

站打扫得窗明几净，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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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春天 共抗疫情——记上理工科技园2020年

度妇女节随手拍活动

        2020年的春季注定不平凡，一场疫情让整个国家带起口罩。无

数白衣天使奔赴一线，更多的是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平凡而努力的

你和我。

        在这攻坚克难的特殊时刻，科技园组织开展“防控防疫、复工复

产”随手拍活动，通过这定格下来的一幕幕，反映身边的防控事迹以

及复工复产的瞬间。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看看同事眼中科技园的这

个春天。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上海理工科技园、上理工孵化器举办“2019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专题培训

       汇算清缴是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尤其今年受疫情

影响，企业复工复产事务繁多，为2019年度的汇算清缴工作带来了新

的挑战。为了更好的帮助园区企业完成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工作，4月17日下午，特邀杨浦区税务局“税立方”纳税人学堂彭飞

老师为大家进行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主题线上直播培训，内

容包括解析清算工作要求、申报操作流程及报表变化辅导等，活动累

计观看近3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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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