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的无锡，处处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奋斗的热潮。除了板块竞相奔赴国内各大创新活力区域“抢项目”，
2022年“太湖杯”国际精英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城市赛6月16日在西安的开启，以及8场城市赛的接连举办，再次
把这样的气氛烘托到一个新高度。

“太湖杯”的热度，似乎并未受到今年反复的疫情影响。本届大赛报名项目共有5711个，超出去年382个，
而且不少都是来自北京、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的优秀创业团队。这种逆势上扬的态势，也提振着这座求贤若渴
的城市以赛引才的信心。

乘着“太湖杯”东风而上，大赛一路求新求变，给全球各路创业精英搭建“比武场”。赛场也成为无锡科技招
商的新通道，2020、2021年两届“太湖杯”落地和意向落地项目累计超220个，为太湖湾科创带建设强势赋能。

虽然看不见它，它却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封测技术作为半导体的封
装、测试环节，是芯片到器件的桥梁。梁
溪区一家专注于半导体封测装备的科技
成长型企业，正在用实力解锁国产半导
体装备高质量发展的“芯”引擎。日前，
我市推出首批全域科普旅游线路的科普
教育基地名单，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榜上有名，青少年可走进恩纳基
体验一番半导体科创产业发展之旅。

走进恩纳基的展厅，墙上挂着近百
项专利奖项，见证着这家刚成立6年的
科技型企业的成长。展厅内还摆放着
一台名为“H17”的设备，据悉，这台复

刻的H17镜座（Holder）自动摆盘、检
测机器人是初创团队在项目交付周期
短、国内外技术差距大的情况下，通过
搭着帐篷、24小时连轴转的形式，仅用
100天的时间成功研发并交付的第一
台设备，而当时国内研发出一台这样的
装备至少需要 6 个月到 12 个月的时
间，因此“H17”又被称为“一百天的骄
傲”。自此，恩纳基实现了从零开始、从
无到有、从构思到落地的突破，打通了
自主研发、制造、装配、调试、销售、售后
的完整流程。

“2021年我们成功突破AOI核心
技术（自动光学缺陷检测），通过十几种

算法可以精准地检测芯片的表面瑕疵。”
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超告诉记者，最高检测精度可达0.25微
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千分之三。在
恩纳基智造中心，有一台智能外观缺陷
检测装备，既可以对芯片进行AOI检
测，又可以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智能化筛
选。“以前客户需要采购检测与分选两台
装备，现在只需一台就可以满足需求，大
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据
悉，恩纳基自主研发的集控制、光学、机
械、系统、软件、视觉为一体的底层核心
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值得关注
的是，恩纳基还为客户提供柔性化定制

服务，即在不断创新底层核心技术的基
础上，通过共性平台化、非标模块化的设
计理念等特色优势，满足客户多样化需
求，并将生产周期缩短50%，实现一台
装备生产周期由平均6个月缩短为3个
月。

“今年年初，恩纳基首次成为深圳比
亚迪IGBT功率模块封装装备供应商。”
吴超介绍，IGBT全称为绝缘栅双极型
晶体管，相当于现代电力电子行业的

“CPU”，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高铁等电
驱动、工控变频器领域，但针对细分领域
IGBT芯片贴装装备，此前我国却面临
着不得不依赖进口的困境。为此，恩纳

基去年率先在省内研发出首台IGBT功
率模块多芯片智能贴装装备，既实现了
IGBT芯片焊膏与焊片贴装两种工艺，
又实现了该装备从进口到国产化的转
变，目前已与国内斯达、宏微、士兰微等
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触动智能，探索未来。恩纳基除了
自身技术创新迭代外，今后还将走进学
校、社区、医疗机构进行科学普及、科技
创新宣导，并计划与深圳大学、无锡技师
学院合作共建“半导体封测工程师（无
锡）培育基地”，为产业输送更多的实用
型和复合型半导体封测人才。

（耿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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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创主体的科技含量、创新水
平、协同能力、人才构成等各个维度来
看，大赛每年的层次都在提升，尤其是
西安首赛项目，更是被业内誉为“天花
板级水平”。可以预见，科技创新铺就
的创业之路，将在今年赛场上罗织出
更加崭新的科创图谱。与此同时，无
锡也将“是否有落地意愿”作为重要条
件，把招商推介与竞赛有机融合。

今年大赛依然分为团队组和企业
组，其中团队组结合科技招商，面向有
意在无锡注册成立企业的国内外创业
团队，分国内和国际两个赛段进行。

“国内赛更看重企业的落地意愿和转
化能力。”市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其中有一部分参赛项目就是带着
科技招商目的邀请来的，部分项目在
前期对接中已经有强烈落地意向，参
赛更多的是一次硬核实力的展示。

在驰骋本赛季疆场的科技创新力
量中，夺得西安城市赛123一等奖的西
工大先进航天混合发动机技术产业化
项目，就是一种技术优势明显、极具发

展与应用前景的空天动力源，将推动
区域智能制造产业的升级。据项目负
责人介绍，团队已突破混合火箭发动
机所有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发明专利30多项，并完成了发动机
飞行演示验证。以市场需求量极大的
灭火弹、探空火箭和增雨防雹火箭为
切入点，近期该团队将通过创办高科
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实现推
进该技术的产业化。远期还将实现在

太空飞船、运载火箭及深空探测器等
领域的应用。

专业赛事紧扣硬核方向、往届项
目屡获市场验证，拥有多年办赛的经
验后，无锡摸索出一条更精准的无缝
对接落地之路。去年的“太湖杯”，就
有110个项目在锡落地。西安赛作为
2022届“太湖杯”的系列城市赛的首场
比赛，共筛选出21个优质项目进入复
赛，其中有10余个项目与梁溪区达成

了较强的落地意向。同样夺得西安城
市赛一等奖的“复合激光超精密智能
抛光装备与工艺”项目，团队把计划来
无锡落地的公司名字都已拟好。

为优质项目提供优质平台，也成
为无锡主动向外“出击”博得的引才优
势之一。“科创大赛就是无锡招才引智
的绝佳机会。”大赛评委中钢高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育部、工信
部、人社部等就业创业指导专家金摇
光称，“大赛真正打通了团队和老师以
及地方资源的对接渠道，让项目得以
更好壮大。”

落地意愿提前了解 招商竞赛无缝对接

既要提前争取更多意向项目，项
目来了还要保证落得安稳。招引赛事
项目的背后，是一系列创新机制的落
实保障。

赛前聚焦科技创新，各主办板块都
会优选一批具有创新性和高成长性的
潜力项目，尤其是取得先进创新成果、
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具有良好产业
化前景的创新创业团队。今年大赛期
间，无锡还计划在北京、上海分别举办
生命健康和数字经济两场主题揭榜
赛。据悉，前期我市相关部门已提前对

生物医药4个专业园区和数字经济相
关园区进行了招商需求的梳理。“园区
相关产业链有需要补链的重点都可以
向组委会提，再反馈给招引机构。项目
报进来后，根据园区招商的方向、需求，
组委会会迅速把项目联系方式反馈给
园区，如有目标项目会带着园区一起去
招商，这种前置沟通让招商的成功率更
高。”市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赛后聚焦项目成长，相关部门对
大赛项目推行“全生命周期服务”，组
建项目落地服务专班全流程跟进，同
心聚力为项目保驾护航。项目来了以
后，首先要有能施展拳脚的空间。从
市级到板块、街道，当前都有产业转型
升级的诉求，以载体提升集聚更多科
技型企业，成为主动选择。首场城市
赛的主办方梁溪区，目前已出台《梁溪

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在三年内扩增200万平方米的科
创载体。今年开始，区人才办也结合全
区的百楼（园）宜业化改造和《三年行动
计划》，加大辖区内存量科创载体的更
新力度。落地项目跟踪服务也会同步
跟上，如对接产业基金、人才基金，精准
扶持落地项目。为了让人才发展无后
顾之忧，无锡近年来不断优化政策，为

外来人才打造了从人才公寓、购房购车
补贴，到人才子女入学、教育医疗保障
等“一站式”“全天候”的服务。此前，梁
溪区141套全新人才公寓已全部启用，
另有300余套人才公寓也在建设中，预
计8月启用。

为更好推介无锡，无锡还创新性
在城市赛期间聘任了一批以当地专家
教授、企业家等组成的招才引智大师
帮无锡“站台”，他们将充分发挥本土
影响力，吸引更多当地的科创英才走
进无锡。

向前向后延伸服务 保障项目加速着陆

今年“太湖杯”报名热度的持续高
涨，再一次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吸引
力。作为国内创新创业大赛中的品牌
赛事，“太湖杯”大赛凝聚了创业与梦
想，三年来，众多创业者在这里逐梦竞
技，一颗颗创业的梦想种子在无锡大
地萌芽生长，破土而出。也是这场赛
事，将创新创业的星火促成燎原之
势。除了打响“太湖杯”爱才引才的品
牌，也让各地科创人才产生一定要去
太湖边这方活力迸发的热土看看的强
烈愿望。如何持续输出“锡引力”？无
锡的解题之道已跃然眼前。

以赛代评的创新性赛事机制，将

一座城市的诚意全情展露。“意向项目
将通过比赛政策吸引过来落地，已落
地项目则可通过比赛得奖后获得太湖
人才计划和市科技攻关计划的全方位
政策支持，促进项目尽快发展壮大。”
市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引
才工作体系的完整，不断擦亮着“太湖
牌”，让赛事释放出强大的磁场效应。

今年开始，无锡还在每一站的城
市赛期间与当地高校签订“无锡太湖
人才奖学金”协议，持续吸引优秀大学

生来锡创新创业。“针对无锡十大重点
产业链，我们联动无锡企业出资为全
国高校学生设立奖学金，这是无锡的
全新引才思路。”市人才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无锡计划设立200个由企业
冠名的奖学金，每年发放给4000名大
学生。“目前奖学金在筹备过程中，我
们与部分无锡企业、外地高校进行了
对接，双方的合作意向都很强烈。中
科芯、海力士、法尔胜、雅迪等一批无
锡企业已经摩拳擦掌，都想在奖学金

拨付中‘拔得头筹’。”该人士称。
创新创业要升级，必须要与现实产

业相结合。一个成熟的创业者会考虑
区位优势，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对行业有
无帮助、区域及周边是否有目标市场等
落地要素，拥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的无
锡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同时，很多赛事
创新项目往往具备较强的前沿性，这就
凸显出配套的产业化支持的重要性。

“前沿技术项目需要一个落地的试验
田，需要从政府到市场到企业的多方配

合，无锡恰好能够提供这样的环境。”金
摇光认为，当前无锡产业也面临转型升
级，要依靠技术力量推动，这需要外力
的帮助。“当前，70%的科创企业来自高
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因此企业应该更多
拥抱拥有这些先进技术的团队，促进团
队在产业中融合。”

事实上，每一场走出去的城市赛，
也是一场“双向路演”——城市要通过
路演择优挑选项目，项目也要在一座
座城市的政策、环境、生态等诸多的

“路演”中选择最中意的落脚点。“在双
选中完成活跃的互动，比赛目的就达
到了。”市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定要来无锡看看 强“锡引力”这样构成

落地和意向落地项目累计超220个

推动“太湖杯”出圈
如何构筑强大城市引力场？

□本报记者 朱洁、崔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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