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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淘宝”为企业研发减负

省市联动出台科技创新券政策
本报讯“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
服务云平台将企业研发需要的检验
检测机构汇聚起来，以权威专业的
科研服务，为企业提供便利，更重要
的是，为企业省钱。”日前，在省科技
厅的指导下，结合无锡市情况，市科
技局出台了《无锡市科技创新券实
施办法（试行）》。企业自主购买科
技服务，政府则通过财政资金后补
助方式，降低企业研发创新成本，以
此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推动无
锡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营造良好
创新创业环境。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无锡市区有 3501 家符合条
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享受这一
政策。
据介绍，大型的科研设备有不少
都沉淀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

构。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就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
见》，为“供”
“ 需”双方开放共享科研
资源。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政策
中有对创新券通用通兑的要求，江苏
省科技厅出台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券
试点方案》。在此背景下，市科技局
出台了《无锡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
（试行）》。
根据政策，首批试行的是科技型
中小企业，单个企业每年使用科技创
新券的额度最高 10 万元。对于为企
业提供科技服务的机构来说，省科技
资源统筹服务中心依据省内服务机
构年度累计涉及科技创新券服务实
际总额和服务效益，给予最高不超过
5%，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的

奖励。
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的企
业需在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云平台
登录注册，在线领取科技创新券。企
业在线购买科技服务，单次使用科技
创新券最高可抵扣 25%。服务机构
完成订单服务后，上传交易发票等相
关证明材料，在线提交科技创新券兑
付申请，由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
审核、公示，将科技创新券补助资金
拨付至服务机构。
“这就像是网上购物，我们这叫
‘科技淘宝’。供货方是高校、科研机
构等，企业在网上领了创新券去买创
新服务，政府提供资金补助。”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除省科技厅的财政支持外，无锡
市科技局也会对符合条件的本市市

物联网消防综管平台打造
“安全大脑”
扬名街道红星苑小区等单位先行先试
本报讯 昨天上午，梁溪区
扬名街道物联网消防安全综合管
理平台正式启用，这也是锡城首
个街道层面安全终端前移的尝
试，通过对小区、园区和企业等部
门装上“安全大脑”，针对火灾等
进行预警，守护一方百姓安全，探
索安全管理新途径和新模式。
红星苑三期有户人家烟雾报
警，工作人员在接到平台报警后，
立马通知户主本人，发现是煤气
灶忘记关闭，幸好发现及时没有
酿成大祸。每户人家都有烟感
和烟控报警，小区电梯井有超负
荷报警，可避免发生电梯坠落等
意外事故。除此以外，小区出入
门禁通过可视系统打造技防，居
民刷脸进入、小区入口有视频探
头，及时处置生命通道被占用等

现象。通过前端的传感和可视
设 备 ，及 时 反 馈 到 后 方 平 台 ，工
作人员可及时发现问题，排除险
情，并形成日报、周报、月报等分
析 数 据 ，重 点 排 查 隐 患 ，追 溯 责
任。这就是扬名街道从本月开
始打造的物联网消防综合管理
平台。
该综管平台目前由业务系统
平 台 、可 视 化 系 统 平 台 、巡 检
APP、微信公众号四部分组成，对
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了整体布防，
实现了有的放矢、精准防控。首
批运用已在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
道红星苑小区、南长创业大厦、无
锡传感设备产业园和芦村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四个单位试点安装，
并布控了物联网消防传感器。在
今年年底，将完成该街道所有国

有资产物联网传感器安装及布
控，形成一个多接入点的“安全大
脑”
。到 2021 年底，将实现该街道
范围内物联网消防的全域覆盖。
据介绍，扬名街道下辖 12 个
社区，1 个工业园区，有 12 幢高层
商业楼宇、73 幢高层住宅和 2 个
商业综合体，涉及人口 10 万人。
近三年的安全隐患 95%以上是消
防安全，涉及火情 57 起，为此他们
和南长消防救援大队共同探索安
全管理前置的新途径，在锡城街
道层面尚属首家。未来该系统还
将尝试增加更多功能，比如针对
安置房小区的高空抛物、圈占消
防通道、独居老人的用电用火安
全，以及电梯安全等模块进行增
补。
（黄孝萍）

中桥、芦庄小区精简出入口

金星街道老小区智能刷脸入内
本报讯 从金星街道得知，根
据疫情防控常态化、精准化要求
及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金星街
道针对大中桥、芦庄这两区域特
点，梳理两大区域交通要道和居
民主要出行路线。中桥、芦庄成
片未封闭小区将划分为两大片
区，试行“大包围”式封闭化管理，
将上百个出入口合并为８个，并
将通过刷脸入内等方式，尝试对
老旧小区管理提档升级，保障其
安全性。
目前，中桥片区保留中联南
门、新联路、中桥二村、中桥三村
出口，芦庄片区保留芦庄北路、贡
湖大道、兴锡巷、蒋巷路出口。8
个出入口全部安装智能道闸系统
和人脸识别门禁，统一由中鑫物
业公司实施管理。这一举措大大
减轻门岗值守人员负担，实现了
中桥、芦庄两大区域封闭式管理
全覆盖。常住居民只需刷脸就能
直接进入小区，目前正在信息录

入中，将逐步展开。同时，外来人
员和访客则刷身份证比对人脸出
入，未带证件也可通过手动登记
或电话联系等方式进入小区。智
能门禁系统还将与公安大数据系

统无缝对接，届时可自动甄别“可
疑人员”，在精准防疫和老小区技
防上实现“智能化”，提升老小区
的安全性。
（黄孝萍）

区企业，按 1:1 比例给予联动奖补。
对于符合条件的本市市区服务机构，
入驻省云平台接受省创新券支付前
提下，获得省级年度绩效奖补的，按
1:1 给予市级配套奖补。
此次发放的创新券是普惠性福
利，跟以往有所不同。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 以前科技计划项目采
用的是评审制，报上来的项目我们支
持一部分。创新券政策是普惠制，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设门槛，只要符合
有关规定，
就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
”
创新券采取电子券形式，常年受
理申领，每半年集中兑付一次。购买
服务的企业申领后可在支付环节直
接抵扣，额度可在使用期内分多次使
用。
（詹堃）

夏阳助学会
第十二届
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 日前中午 12 时许，载着
从天水站上车的康县师生，以及从西
安换乘而来的略阳师生的 T118 次列
车准点抵达无锡。如艳阳一般热情的
夏阳爱心助学会爱心人士一行在火车
站接到了参加今年暑期夏令营的最后
一批 12 名学生。夏阳爱心助学会自
2009 年举办首届夏令营以来，至今已
是第十二届，今年有 30 多名受助学生
参营。
到站后，营员们换上了印有“无锡
伲好”
“上海侬好”
等字样的各地“方言
问好”文化衫，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无锡蠡湖夏阳爱心助学会负责
人、中国好人徐启原介绍，这些不同地
方的方言代表了资助者所生活的地
区，每一句问候语都传递出不同地区
资助者的爱心。
对于这些第一次走出小县城、第
一次出远门来到大城市的学生来说，
一切都是新奇的，心情激动又有些忐
忑。
“ 虽然乘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天
气也比较炎热，但浇灭不了我们的热
情。一路驶来看到了很多，尤其路过
长江大桥时，被长江的波澜壮阔震撼
到了。无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繁
华。”
学生谈稼骐说道。康县平洛中学
的带队老师张维维和学生一样是第一
次走出大山，
“ 很荣幸参加这次夏令
营。昨天早上我早早就收拾好东西带
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到站看到这么
多人来接我们，非常感动！今后我会
努力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
”
当天下午，学生们游览了蠡湖公
园及太湖之星游乐园等地，品尝了馄
饨小笼等特色美食，对无锡有了一番
生动的初体验。据介绍，13 日晚上会
举办欢迎晚宴和开营仪式，整个夏令
营活动将持续至 21 日。接下来，每天
的行程都很充实，学生们将饱览无锡、
苏州、上海等地的各大特色景点和单
位，既有鼋头渚、狮子林、东方明珠、南
京路等人文景观和街区的游览活动，
也有在助学企业中举办的励志座谈会
等。
（潘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