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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 100 周年·党员科技工作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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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梁磊

到老区苏区去，
到老区苏区去
，
让科技成果转化
“多点开花
多点开花”
”

“

2019 年 10 月，梁磊任职广东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院
长，前往广东梅州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这里，他不再是单一的
科研人角色，而是转换身份成了“桥梁工程师”，打通了科研成果转移
转化到产业的
“最后一公里”
。
“做科研，要注重实际应用价值，推动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
创新、要积极将成果转化为产品，引领产业发展，带动行业共同进步，
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秉承这样的科研理念，他在
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从零起步：
转化工作需要强大的内心
回忆院区建设初期，最让
梁磊难忘的还是六、七月份夏
日炎炎的日子里，他和同事们
吹着吱吱响的大风扇开会讨
论项目。
“我们想尽快打开工作局
面 ，市 政 府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场
地。当时场地很简陋，各方面
条件都颇为艰苦，要想发挥作
用不容易。我们就决定走边
建设、边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边为梅州产业做贡献的工
作思路。
”
梁磊说。
2019 年 10 月，梁磊只身一
人从广州来到梅州，肩负起了
广东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
研究院的建设重任。从院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创新服务
平台，再到引进人才、谋划申
请项目，他都事必躬亲。梅州
产业技术研究院就这样进入
了雏形探索期。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在
全国大家都是在探索用什么
模式去做更好。我们在梅州
的尝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同
时也在不断摸索完善。
”
据梁磊
回忆，
刚开始到梅州的时候，
企
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积极性普
遍都不高，
不愿意投入太多资金
在科技研发上。
“对于科技成果
转化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大
家没有尝到过太多的甜头。
”
但他坚信，把科技成果的
转移转化作为研究院的一个
主攻方向，这个路子是对的，
也符合梅州的实际。抱着这
样的信念，梁磊一边开展研究
院的基础建设工作，一边开始
走访调研当地企业。
“ 我花了
很多心思去想方案，每一个功
能区怎么布置，怎么设计，想
它能为以后来梅州的科研人
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

环境。”梁磊说，他把研究院当
成是自己的家一样去经营。
他曾花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
梅州市的大小县区，实际调研
企业 300 多家，以便摸清梅州
市的产业现状和企业技术需
求，这也为后来研究院科学精
准的决策打下基石。
除了信心和用心经营还
不够，梁磊表示，转化工作需
要更强大的内心，是一个多方
面综合素质的考验。
“ 你要在
各项工作中做好协调，既要懂
得企业家的心理，又要懂得科
学家的心理。
”
如今，梅州产业技术研究
院正式落成将满一年，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技术育成孵化、
产业技术服务等各项工作正
如火如荼地开展。另一方面，
梅州市面向“十四五”的新征
程，
也将由此展开书写。

技术转移机构成趋势：是挑战更是机遇
有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的
科技成果很多但是转化率不
高，最高在 30%左右。而据相
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实际转化
值还要远低于这一比率。
如何走出科技成果转化这
一“死亡之谷”，让科技成果落
地生“金”，实现创新技术助力
可持续发展，成为广东省科学
院乃至全国高校院所急需攻克
的难题。
2020 年，中国科技评估与
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
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共同编写发布的《中国科
技成果转化 2019 年度报告（高
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
据 2018 年统计数据，在 3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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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院所中，共有 688 家单位
（21.5%）设立了技术转移机构，
其中只有 307 家单位认为技术
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发挥重
要作用。
广东省科学院与地方政府
合作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或许
能成为当下科技成果转化与区
域经济融合发展的样本。而梅
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正是广东省
科学院继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
后，第 2 个与地方政府共建的
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应用平
台。
带着科技成果到梅州
去——接到这个任务，对梁磊
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
“让科研
成果走出实验室，面向企业需

求，服务于社会发展，我觉得这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
据梁磊回忆，早在华南理
工大学读书期间，他便深受导
师务实的科研理念影响，坚持
做科研要面向企业需求。毕业
后十余年的工作中，他也是这
样践行的。他曾带领团队科技
人员走遍广东粤东西北地区以
及广西、云南、贵州、青海等地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把特色农
产品的增值利用技术带到企业
一线，为他们提供科技服务和
技术指导，开展了“养生红黑糖
新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示范”、
“甘草甜味剂产品特性及其在
食品中应用研究”等卓有成效
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梁磊（左一）介绍孵化企业生产的稀土蓄能自发光材料。

从实验室到企业：
创新是不变的课题
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有一
个专门处理电路板工业废水的
企业，整个园区的电路板工业废
水都输送到这里集中处理，基本
接近满负荷运行。他们遭遇了
瓶颈，一方面是污水处理排放标
准不断提高，要求企业增加新工
艺和新设备，保证达标排放；另
一方面，随着园区企业产能的扩
大，环保污水处理企业亟需扩大
处理能力。如果没有技术革新，
企业就只能通过新增用地来扩
容，但是企业建设用地非常紧
张。他们亟需寻求一种占地面
积小、效率高、效果好的新型废
水处理工艺。
“我们积极推动省科学院的
‘基于磁分离技术的电路板废水
处理工艺’技术成果在该企业应
用，
把它的环保设施装备化，
提高
了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能效，占
地面积缩小 60%以上。
”
据梁磊介
绍，目前应用省科学院技术成果
的废水处理能力 5000 吨/天的示
范系统已正式投入运行，很好地
为园区废水处理提标扩容提供了
技术支撑。
从实验室到企业，对于科研
人员来说，创新是永远不变的课
题。而梁磊对于工作思路的创新
实践远不止于此。
为了在科研人员和各企业之
间架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之
“桥”
，
他创新性地实践了
“揭榜挂
帅+利益捆绑”
的工作思路，
目前

已促成梅州市 8 家重点企业与省
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对接，实现
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和技术服务
合同成功签订，技术合同成交总
额近 1000 万元，
切实解决了当地
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
“制度创新
也很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真正的可持续
发展。
”
梁磊说道。
另外，通过孵化科技型初创
企业，让省科学院科技人员带着
自主研发的稀土蓄能自发光材料
产业化技术、高性能耐磨复合材
料技术等科研成果在老区苏区梅
州转化落地。例如广东粤科欣发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成功孵化，实
现了 200 吨稀土发光材料生产线
建成投产，
开发出近 10 种发光材
料产品，
广泛应用于夜间照明、
交
通诱导标识等领域。
目前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已
成功孵化了9家科技型初创企业，
预计将开启科技助力梅州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此外，还先
后在梅州市各县（区、市）设立起
了多个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完成“一总部+N 中心”
的技术服
务平台网络布局与建设。
研究院的队伍也日益壮大，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把科技成果
带到梅州。从最开始一个人的队
伍，
到现在梅州研究院有了 50 余
名常驻创新创业人员。此外还依
托研究院在本地招募了一些研究
生、
博士等专业人才。

科技成果再造血：
打造粤东典范
梁磊 ，男，198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现任广东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曾获得 2014 年广州市科技新星；2017 年农产品加工业十佳杰出
青年科技人才；2018 年广东省科学院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2020 年获
得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2021 年广东省
省直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所主持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市及企业委托项目近 20 项，并
且这些项目开发的多个新技术、新产品在企业投入使
用，申请专利 50 多件，获得了 3 项科技进步奖。

对于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
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转化，
以及技术育成孵化体系的建设
布局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梁磊坦言道，
“ 我们来梅州的时
间并不长，都是不断摸索着前
进，任重道远。”梁磊期望能将
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打造成梅
州乃至粤东的一个产学研和成
果转化的典范。
2020 年，
科技部和教育部联
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

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在“十四
五”期间，将推动创新能力强、科
技成果多的高校普遍建立技术转
移机构。
面向“十四五”的新征程，梅
州产业技术研究院也顺势启动了
“三个100”
行动计划，
目标是组织
省科学院 100 名科技特派员对接
100 家企业，
服务梅州市 100 亿产
业振兴发展，激活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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