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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创排头兵阵容闪耀亮相！12
月7日，“科技创新·人才领航”2021十大
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发布典礼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十大”代表、市科协副主席（兼）、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所
所长、重庆高新区科协主席（兼）卞修武，重
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蒋仁生等10位杰出人士荣
获“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称
号。

典礼现场，还举行了“2021十大重庆
科技创新企业家”、“2021十大西部（重庆）
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和“2021重庆
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榜单发布、重庆市
科技创新“N次方”传播联盟揭牌仪式。此
次评选活动，充分展示了重庆科技创新顶
尖人才实力，达到了营造重庆科技创新良
好氛围。为了让更多的市民领略重庆科创
顶尖人才的风采，上游新闻对当日活动进
行了全程立体式全媒体直播。

展示科创实力，营造科创氛围
卞修武、蒋仁生等上榜 2021 十大重
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据了解，“科技创新·人才领航”2021
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由中共重
庆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西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特别支持，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上游新闻承办，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眼查、5G应用产
业方阵重庆分联盟、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协
会、重庆市新材料产业联合会协办。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
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部署重庆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创新·人才领航”2021十大重庆
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举办，积极
响应了重庆市在科技创新上的六大任务抓
手：布局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科创平台建
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运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同时，通过讲好创新创
业故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历时6个月，吸引了来自市
内各科研院所、高校、医院、企业等多个领
域的科技创新者报名，共收到135份参评
材料。参评人名单充分征求了重庆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税务局等单位意
见，并经过实地走访、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
等环节，评选出四大榜单。

第十届中国科协常委、重庆市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合清，重庆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西部（重庆）科学
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左永祥，中共
重庆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钱陵，重庆市
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明星，重庆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书瑞，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上游新闻党
委书记、董事长江波等出席榜单发布仪式，
并为四大榜单的获评者表彰。

汇聚科学资源，培育科技人才
科创“领军人物”助力西部（重庆）
科学城发展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西部（重庆）科学城是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
载体，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科学资源的汇
聚以及顶尖科技人才的培育。

此次特别设置的“2021十大西部（重
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评选，在于
着重表彰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开展核心技
术创新、双城经济互动中，对社会作出突出
成绩的科技创新人才。而本次活动的举
办，相信会为全市科技创新和科学城建设
积蓄更多创新要素、激发更多创新动能、集
聚更多创新人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设
全国重要人才高地贡献更大力量。

据介绍，为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能力，
汇聚高端科技资源，为创新提供全方位支
持，重庆高新区持续营造“近悦远来”人才

生态，加快打造重庆高新区“人才特区”。
吸引了清华、北大、电子科大、北理工等“双
一流”高校设立研发机构，落地中国科学
院、中国检科院、中国机械总院等“国字号”
院所，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金凤实验室等“国之重器”，让各类
人才创新创业有舞台。同时，引进中国电
信、国电投等“百亿级项目”，落地中国电
子、中国电科等“央字头”企业，建设华润微
电子12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线、平安
大健康科技园等重点项目，战新企业产值
占全市四分之一，让各类人才投资兴业有
了机会。

人才要引进来，还要留下来！为了留
下人才，重庆高新区推出了政策“组合拳”，
围绕人才引育、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

支持四个领域，出台西部（重庆）科学城人
才、创新、产业、金融等4个“金凤凰”10条
政策，推出“一业一证”等23项全国全市领
先的改革举措，建设国际学校、国际医院、
国际人才社区、国际化商业商务设施，让各
类人才安居乐业有保障。

此次评选出的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凡所
属单位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统计关系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重庆高新区直管
园）范围内的，均可享受“金凤凰”政策。

接下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以更精
准的政策、更完善的机制、更优渥的环境、
更便利的服务聚天下英才、汇八方来客。
诚邀胸怀梦想、敢于创新的科学家、企业
家、创业者在科学城舞台上追逐梦想、实现
梦想。

开拓前沿思维，分享科创实践
嘉宾畅谈成渝双城经济下的科创机遇

本次发布典礼上，各方人士分享自己
的创投心得和研究成果，干货满满，可谓
思想碰撞的盛宴。商业查询工具天眼查
产业研究院做了以《产业赋能 科技创新
跑出“加速度”》为主题的演讲，通过大数
据解答了如何用创投给产业赋能，给与会
者开拓了全新的思考路径。圆桌对话环
节，卞修武、游洪涛、李国军、苗迎彬等几
位科创顶尖人物探讨了双城经济下的科
创机遇。

卞修武院士表示，未来成渝地区在基
础医学、研究转化等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
合作，相互学习、相互进步。未来，会有不
少医院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这对于增
强重庆医疗资源力量、基础研究转化方面，
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可以
在高端检验、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等多个方
面发力，引进全国领军人才团队，同时把自
己的团队培养好，把生命健康领域打造成
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亮点。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游洪涛分享了双城融合发展的
大趋势下，医药类的科创企业拥有的发展
机会。游洪涛表示，重庆在医药制造方面
有比较强的优势，成都在医学研究转化方
面有比较好的优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建设，能够为两地医药协同发展搭建
很好的平台。去年，华森制药和四川大学
华西医学院开始合作了药物研发的项目，
投资4000多万，搞了两个创新药。如今，
成渝两地相互投资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
多。对于华森打造5G+工业互联网智慧
工厂方面，游洪涛表示，制药是传统的企
业，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华森制药也建
立了5G智能工厂。我们传统企业经过数
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后，药品的质量更可
靠，成本也得到了降低。

重庆邮电大学超视距可信信息传输研
究所所长李国军介绍了应急通信在我国经
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地区以及西部通
信保障这块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国军表
示，重庆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中国西部内
陆唯一的直辖市，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
点。同时，川渝地区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并存，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江河纵横。研
究开发立足西部，辐射“一带一路”的大尺
度区域应急指挥通信系统，对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应急产业创新发展，保障“西
部陆海新通道”等远程交通安全、增强西部
地区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应急指挥保底
通信能力，维护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安
全发展意义重大。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苗迎彬则介绍了化工领域在双城融合发展
下可能存在的科创机会。

整合媒体资源，传播科创信息
“N次方”传播联盟现场揭牌

在发布典礼现场，还举行了重庆市科
技创新“N次方”传播联盟揭牌仪式。

据组委会介绍，重庆市科技创新“N次
方”传播联盟由重庆市科技局、重庆市科
协、西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指导，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重庆科技报社共同发起，重庆
市内各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服
务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落地成立。

联盟旨在通过整合媒体资源，形成科
技创新主流媒体的立体传播、全面覆盖、相
互支撑、资源互补的传播矩阵，对重庆科技
创新发展成果、科技创新先进人物及事迹
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加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宣传力度，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支撑。

联盟拟依托重庆日报集团组建运营团
队，负责联盟日常工作。联合相关单位共
同策划组织科技创新主题论坛、研学、考察
调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设宣传专题，持
续报道科技创新典型事件及人物，开展科
普宣传，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舆论氛围，最
大化实现媒体传播的社会责任。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了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重庆金山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刘章毅 重庆卡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冲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瀚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祥 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人员、专技九级、高级园林工程师
苗迎彬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周为民 重庆剧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文莉 重庆清研理工创业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 璞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2021重庆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榜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榜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所所长
李 果 重庆阁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长江分院院长
李国军 重庆邮电大学超视距可信信息传输研究所所长
张 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陈中祝 重庆文理学院药学院（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
罗 雷 西南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金艾顺 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主任
周志明 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周 曦 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蒋仁生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榜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旭丽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王 爝 重庆葵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艾 渝 光控特斯联（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朱俊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 淋 重庆力合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力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玮 百行智能科技集团董事长、誉存科技联合创始人
周厚勇 重庆盾之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国庆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洪涛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熊晓华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榜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兵 重庆摩尔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所所长
艾 渝 光控特斯联（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刘双翼 重庆中科超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 岩 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研究院副院长
周 杰 重庆杰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剑鸿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副所长、武陵山研究院院长
祖 晖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汽车及主动安全测试研究

中心副主任
郭 进 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涂 勇 重庆晋才富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