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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中国科协2014年正式启动，有效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和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为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助力工程为载体，拓展对接国内外优质创新

资源的渠道，推动科技成果在企业聚集、落地、生根；为企业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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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情况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第一批参与的全国学会
列为学会的年度工作计划
成立了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企业服务中心
制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企业服务中心章程（试行）》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企业服务中心工作方案》



• 大学术
点状分布、链状延伸、面状辐射

在华北、东北等全国七大片区设立了“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
实现全国学会资源下沉，与地方结合解决地方和企业的具体问题
成功将一大批优秀的环境科技工作者“柔性引进”到地方
促进科技成果对接68次
实现多项落地示范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一、总体情况



依托服务站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在华北、东北等全国七大片区
分别设立“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服务站”

并建立了相应的企业服务站



2017年2月
辽宁省科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基地”

2017年8月10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沈阳服务站



• 面向东北

• 建立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

• 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 引进先进技术

• 科技攻关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沈阳服务站



• 二、重点工作实施情况

1. 依托科协项目及活动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1）地方调研-黑龙江

• 中国科协“全方位助力东北振兴和现代化龙江建设”

• 5月13-16日，黑龙江省鹤岗市

• 作为国家学会专家赴开展助力活动



• 赴石墨、采矿场、生物质发电、制药和煤化工等12家企业进行调研考察

• 全国学会创新驱动助力鹤岗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



（2）地方调研-辽宁

• 中国科协助力东北三省全面振兴调研服务辽宁行座谈会

• 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 辽宁省委副书记周波主持座谈会，副省长陈向群汇报

• 2009年5月21-23日，沈阳，鞍山，营口



（2）地方调研-辽宁



（2）地方调研-辽宁

• 中国科协调研“服务辽宁科技人才成长、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助力辽宁省全面发展”

• 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徐延豪

• 2009年6月21-22日，沈阳，鞍山，营口



（3）学会与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共建学会服务站

依托东北片区服务站（沈阳）

为阜新市新邱区生态环境治理和11亿吨废弃煤矸石矿坑等提供服务

建立省级“海智计划工作站”，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实施矸石山和废弃矿坑 项目

提出将新邱区废弃的百年露天矿坑改造成

策划实施的“ ”项目实现了矿山环境治理与资源开发
利用有效融合





赛车小镇看台建设，2019-5-10

赛车小镇看台建设2019-5-10.mp4


阜新新邱赛车小镇，2019-6-16

阜新新邱赛车小镇2019-6-16.mp4


资源枯竭型城市尾矿环境综合治理助力工程研讨会，2019年7月26-28日，沈阳-阜新



资源枯竭型城市尾矿环境综合治理助力工程研讨会，2019年7月26-28日，沈阳-阜新



资源枯竭型城市尾矿环境综合治理助力工程研讨会，2019年7月27日，阜新市，新邱区



全国第五届汞污染防治及监测技术研讨会，2019年8月9-10日，沈阳



全国第五届汞污染防治及监测技术研讨会，2019年8月9-10日，沈阳



2019沈阳生态建设与土壤污染防治环保论坛，2019年9月6日，沈阳农业大学



2019两岸环保高层专家论坛，2019年9月2-3日，哈尔滨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国家级）

国家学会

省级学会

市级学会（企业）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省级）

助力义县，2019年7月4日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省级）

助力铁岭静脉产业园，2019年7月5日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省级）

助力鞍山奇典光触媒，2019年7月18日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作用
助力环保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以分支机构为依托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中国医科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环境与健康分会



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是德国科技转移、
科技成果孵化领域权威机构。拥有全球
1072个技术转让机构、31万件经过产业
化认证的技术成果，800多名教授、
3500多名专家、6500多名员工、在1000
多个相对独立的转移中心进行工作

国际技术转移专业委员会
2018.9.26



辽宁省科技成果交流转化联盟

信息交流

样品分析

技术咨询

项目对接

项目推广

架构搭建

资本对接

技术组织

需求量化

方案设计

企业优化

资源供应

过程管理

行政托管

溢价设计

投后管理

技术转移
经济人
技术交易
经理

技术转移
商业模型

资源整合

信息导入

储备需求

创建品牌

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
Li aoni ng P rovi ncia l So ciety For Envi ronme ntal Scienc e s

国际技术转专业委员会 德国 STEINBEIS-sy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联盟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境学院 三千工坊



沈阳，2019-5-16



展会宗旨

1、了解欧洲日韩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

2、感受欧洲日韩环保产品的设计哲学和理念。

3、体验欧洲日韩环保最新技术。

4、与欧洲日韩环保产品设计者和环保企业现场交流

2019国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展



展会的组织

组织机构单位

支持
单位

主办
单位

承办
单位

协办
单位

辽宁省科技馆

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环境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沈阳服务站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联盟

史太白沈阳中心

国际技术转移专业委员会

辽宁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辽宁大学

沈阳工学院

2019国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展

忠旺铝材

华晨宝马

中科盛联

鞍山奇典

辽宁省科协

中德产业园

沈抚新区



展会的具体安排

主题论坛

专家论坛：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

专家论坛：

环保产品的研发趋势

省市领导论坛：

环境对讲机发展的重要性

议程安排

展会时间：2019年9月

展会地点：辽宁省科技馆

展会所需面积：500平米

欧洲环保企业路演

欧洲环保产品设计者路演

中国环保企业路演

中国环保产品设计者路演

项目路演 培训交流

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交流

：项目对接

：晚宴

：辽宁环保企业参观

培训主题

：再生材料

：环保教育

：企业家课程



2019国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博览会

①全球当今水、土、气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主要以视频和表格方式呈现

②国际与中国关于水、土、气的突出治理方案、成果和企业，设观赏性流程演示展台，约7--10个

③德国展区，约30件展品、20~30影像资料；不等配沙盘，纸质资料

④日本展区，约30件展品，20~30影像资料；不等配沙盘，纸质资料

⑤美加展区，约30件展品，20~30影像资料；不等配沙盘，纸质资料

国际与中国
观赏性流程演示展台

约7~10个

德国展区
约30件展品

20~30影响资料

日本展区
约30件展品

20~30影响资料

美加展区
约30件展品

20~30影响资料

初步方案



国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高端论坛，2019年9月份，辽宁省科技馆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公益“1+3”，大力开展环境科普工作

1 以国家级环保科普基地为核心

＋3 规定动作，环境日宣传

持续开展大学生志愿者环保科普

助力新邱申报科普基地

三. 夯实环境科普，助力核心工作



规定动作，环境日宣传

• 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暨70年成果展，2019年6月2日-7日，沈阳

• 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暨70年成果展
• 中国医科大学环境日坛揭牌

• 推动中国家居行业绿色发展辽宁先行创新工作启动大会



规定动作，环境日宣传

• 中国医科大学环境日坛揭牌，2019年6月4日，沈阳

• 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暨70年成果展
• 中国医科大学环境日坛揭牌

• 推动中国家居行业绿色发展辽宁先行创新工作启动大会



规定动作，环境日宣传

• 推动中国家居行业绿色发展辽宁先行创新工作启动大会，2019年6月5日，沈阳

• 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暨70年成果展
• 中国医科大学环境日坛揭牌

• 推动中国家居行业绿色发展辽宁先行创新工作启动大会



持续开展大学生志愿者环保科普行动

• 辽宁省第十年举办“大学生志愿者环

保科普行动”

• 八所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经济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沈阳化工大学、沈阳

工学院和大连医科大学



助力新邱申报国家级环境科普基地

•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创新发展新邱示范区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谢谢！

张国徽
QQ(微信)：860002055

2019-8-24

2019年全国环境学会工作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