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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上海市实施〈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办法》、《上海市生物医

药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上海徐汇策源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的起草单位：上海徐汇策源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

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市科技项

目（评估）管理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上海东部科技成果转化有

限公司（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胸科医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上海枫林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容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专信译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晓菁、祖平、李明、赵越、冯怡、刘化冰、阎家福、邹叔君、颜明峰、李莉、

李卡、程蕾蕾、庄建辉、莫晓芬、徐蕾、李小燕、张海锋、范锦立、于颖、朱梦之、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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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平台服务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针对健康医疗领域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的服务平台能力及资源要求、服务平台职责、

平台人员配置、服务机制、服务实施方案及流程、服务评价与服务改进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的管理、实施与评价等服务活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670-2017    技术转移服务规范 

DB31/T 1284-2021  技术转移 技术评价规范 

GB/T 19013-200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外部争议解决指南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 Technology 

包括专利权、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未申请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如生产

技术、工艺流程、品质管理等，以及技能和智慧等。 

 

3.2 

健康医疗技术成果 Health car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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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应用推广所产生的能够显著提高健康医疗领域技术水平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方案、新产品等，以及在实施健康医疗项目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创新成果。 

 

3.3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 Health car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技术转移是将健康医疗技术成果，通过各种途径从成果供给方向成果需求方转移的过程，强调活动

过程中技术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转移； 

技术转化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健康医疗技术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

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一系列的活动。 

 

3.4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 Health car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service 

为实现健康医疗领域技术转移及转化提供的各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开发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评价服务、技术投融资服务等。 

 

3.5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平台 Health car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具备技术转移及转化的服务资源和能力的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机构，为实现健康医疗领域技术转移及

转化各类服务（3.4）提供的对应环境和条件（以下简称“服务平台”）。 

3.6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主平台Health car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service core platform 

以健康医疗细分垂直领域的科研成果、企事业单位、社会性团体需求为主要服务对象（3.8），以

促进技术转移/产业化为主要目标，具备技术转移及转化全过程一揽子服务资源和能力（4.1）的技术转

移及转化运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主平台”）。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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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协同平台Health car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sub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以健康医疗细分垂直领域的科研成果、企事业单位、社会性团体需求为主要服务对象（3.8），与

主平台协同从事技术转移/产业化服务工作，具备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转移及转化服务资源和能力

（4.2）的技术转移及转化运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协同平台”）。 

 

3.8 

服务对象 Service objects 

在服务平台上，接受服务的各类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

团队、发明人、其他社会组织等。 

 

3.9 

服务团队 Service team 

在服务平台上，为各类服务对象（3.8）提供服务的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专职、兼职人员集合。 

 

3.10 

服务机制 Service mechanism 

各类服务对象（3.8）与服务平台间，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 

4服务平台能力及资源要求 

4.1 主平台能力及资源要求 

4.1.1 主平台服务能力要求 

为保障转化效果，提升转化效率，主平台应具备的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核心服务能力，包括： 

——技术成果项目精准挖掘能力； 

——技术成果价值分析评价服务能力； 

——技术成果全周期保护服务能力； 

——技术成果产业化资源集聚能力； 

——技术转移及转化人才培养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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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宣传推广服务能力； 

——技术成果产业化全流程服务能力； 

——指导协同平台提升服务水平的能力。 

4.1.2 主平台服务资源要求 

为支撑平台服务能力，主平台应具备下列重要资源： 

——健康医疗技术研发服务资源； 

——健康医疗技术成果挖掘服务资源； 

——知识产权服务相关资源； 

——政策服务相关资源； 

——法律服务相关资源； 

——金融服务相关资源； 

——CRO服务相关资源； 

——MAH相关资源； 

——宣传和传播相关资源； 

——园区服务相关资源； 

——财务税收等相关资源； 

——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数据库； 

——其他内容。 

 

4.2 协同平台能力及资源要求 

4.2.1 协同平台能力要求 

为加强和提升主平台和协同平台之间的协同服务及转化效率，协同平台应至少具备如下服务能力之

一： 

——健康医疗技术研发服务、成果挖掘、项目产业化初筛能力； 

——健康医疗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接纳服务、产业化资源集聚、产业上下游对接服务能力。 

4.2.2 协同平台资源要求 

为确保协同平台能提供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协同平台应至少具备如下资源之一： 

——健康医疗研发创新资源； 

——健康医疗研发设备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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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检验检测相关资源； 

——健康医疗临床验证服务资源； 

——健康医疗注册取证服务资源； 

——健康医疗技术成果验证服务资源； 

——健康医疗技术产品化生产资源； 

——健康医疗技术成果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5服务平台职责 

5.1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主平台主要职责 

主平台作为高价值科技成果和专业化服务资源的集成平台，是健康医疗领域技术创新成果与产业化

发展的桥梁，应具备将研发主体的转化意愿、服务平台的专业能力、实体健康医疗机构的创新需求有机

结合的能力，实现技术成果与商业化推广形成连接，并为协同平台的技术转移及转化工作提供专业服务。 

主要职责包括： 

——建设主-协同平台服务体系； 

——推进和指导协同平台的功能布局和筹建； 

——提升协同平台转化服务能力（并包括人才培养、管理运营等）； 

——构建高效、规范、智能的项目的筛选和评价标准方法； 

——为技术成果及服务能力提供宣传推广服务； 

——促进平台与需求方的合作对接； 

——构建完善的技术转移及转化数据库； 

——服务协同平台的技术转移及转化工作； 

——总结、评选、发布及展示优秀的平台成果转化案例。 

 

5.2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转化协同平台主要职责 

协同平台聚焦健康医疗细分垂直领域，具备挖掘创新成果和技术研发服务、技术成果产业化实施的

功能。在主平台的技术和服务资源的支撑下，依据平台自身功能定位和主要业务方向，展开对应技术转

移及转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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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平台应至少包括下列两项主要职责之一： 

——挖掘健康医疗领域创新成果，提供技术研发服务； 

——承接主平台的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与主平台协同开展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产业化落

地服务； 

协同平台应具备的其他职责： 

——应与主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推进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 

——组织或参与主平台的技术转移及转化的培训、推广、对接、展示等活动； 

——推动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服务标准化工作。 

 

5.3 主平台与协同平台共同职责 

发现培育健康医疗领域高价值成果及产业化资源，主要包括： 

——医疗机构、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团队、发明人的科研成果信息共享； 

——共同组织专家团队对健康医疗领域项目精准筛选评价； 

——重点培育可产业化“种子项目”； 

——挖掘健康医疗产业端需求； 

——汇聚健康医疗技术成果转移及转化的产业资源； 

——健康医疗领域转移转化数据资源共享； 

——健康医疗产业上下游资源共享对接； 

——其他后续衍生的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内容。 

 

6服务平台人员配置 

6.1首席科学家 

由健康医疗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院士、行业领袖等组成，作为平台的战略支撑，为健康医疗技术转

移及转化提供丰富可靠的智力支撑。 

首席科学家应最大限度发挥挖掘科技成果价值方面的领导作用，负责创建价值驱动的服务文化以及

全球领先的前瞻布局，逐步实现核心项目行业专家背书、重大项目评价指导等智库价值，实现在技术转

移及转化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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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首席转化官 

由健康医疗细分领域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家组成，专家应具有技术前瞻性和业务专业性，具备覆盖

技术转移及转化各环节、把控产业创新发展重点方向的能力。 

首席转化官负责获取技术转移及转化资源；负责平台战略方向的把控、科研成果及服务资源的识别

和导入；负责重点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参与重大事项决策。 

 

6.3  技术转移及转化经理／专员 

技术转移及转化经理（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纪人）/专员是技术转化服务的主要执行者，由平台统

一培训和管理，与科技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 

技术转移及转化经理（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纪人）负责与重点单位形成“一对一”服务机制；负责

部分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各质量审核节点审核和项目服务质量评价；负责主、协同平台之间各环节的协

调沟通。 

技术转移及转化专员负责部分项目的全过程跟进；确定服务项目的质量审核节点和质量标准；负责

平台上项目相关技术、需求、服务信息的采集、整理、汇总。 

 

6.4 第三方服务人员 

主要由来自技术转移及转化相关环节的第三方服务平台的服务人员组成，包括但不限于：科学发现、

专利申请、价值分析、概念验证、需求对接、项目孵化、企业注册、股权融资等技术转移及转化全生命

周期中各类第三方服务人员。 

第三方服务人员应接受服务平台委托，负责向相关项目团队或合作方，提供相应专业性服务，并应

接受服务平台的监督管理。 

 

6.5 健康医疗领域专家 

由涉及健康医疗全领域技术、管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健康医疗领域专家应接受服务平台委托，负责提供技术转移及转化的评估/评价；提供服务平台的

各类专业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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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平台、协同平台应负责征集和收录来自健康医疗领域的从事技术转移及转化相关工作的专家信息，

由主平台定期更新和维护专家库数据；在进行成果入驻、转化评价、项目评审等技术转移及转化相关活

动时，从专家库里进行遴选，为服务平台提供专业支持。 

7 服务机制 

7.1主-协同平台协同机制 

7.1.1 管理协同机制 

主平台与协同平台之间应达成战略合作的方式，形成利用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手段。双方宜通过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等形式建立互信关系。在约定基础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的前提下，由主平台提供协同平台

运营和管理的支持。 

7.1.2 数据协同机制 

主平台与协同平台之间应签订授权协议，促进成果数据的开放共享，公开和分享双方专有的技术和

服务。 

7.1.3 标准协同机制 

主平台与协同平台之间应建立形成统一、公认的服务标准，保证双方在建设目标、成果认定等方面

达成共识，建立合理畅通的沟通交流，降低协同主体互相合作的沟通、协作成本。 

7.1.4 服务协同机制 

主平台与协同平台应协调一致，实施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工作。协同平台应优化内部因缺乏资

源无法胜任而与主平台专业化能力及资源相匹配的环节，优先与主平台开展全流程服务交互。主平台应

优先为协同平台提供定制化的协同服务，增加协同平台转移及转化服务的灵活性，提高效率，降低综合

风险。 

针对不同类型的协同平台，宜分别开展不同的协同服务： 

——对技术研发服务协同平台，服务协同应侧重：健康医疗技术转移的成果发现、技术研发、产业

资源对接、风控合规等服务的协同； 

——对产业化服务协同平台，服务协同应侧重：健康医疗技术转化的产业资源对接、投融资服务、

宣传推广服务等服务的协同； 

——对于兼具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服务的协同平台，主平台和协同平台之间应协商开展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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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合规风控机制 

服务平台应梳理平台服务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可能潜在的风险点，形成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

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以有效防控合规风险为目的，开展包括制度制定、合规审查、合规培训

等管理活动。 

 

7.3 伦理学论证机制 

服务平台应就健康医疗项目涉及的伦理学内容，开展伦理学风险评估，并确保该等技术不属于非法

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范畴。 

 

7.4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 

服务平台应制定和建立技术转移及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以保护技术成果方、需求方、服务平台等各

方的合法权益，具体收益分配额度由各方协商确定。 

 

7.5 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全流程评价机制 

服务平台应针对技术转移及转化中的成果、权属、价值等开展全流程评估/评价，并建立相应评价

机制。 

 

8服务实施及流程 

服务平台可建立成果入驻、转移及转化评价、运营策划、产业落地的全流程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体

系。（注：服务流程参见附录A。） 

8.1 成果入驻 

8.1.1 信息收集 

服务平台的技术转移及转化专员负责收集来自健康医疗领域的医疗机构、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创新团队、发明人、园区、其他社会组织等技术转化成果、需求信息，并整理、汇总。 

8.1.2 接洽咨询 

服务平台应归纳项目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的需求，并与成果方（技术提供方）、需求方进行沟通，

确认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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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确认入驻 

8.1.3.1 服务平台应就上述合作意向涉及的成果/需求进行确认，开展背景调查，评估可实施性后，确

认技术成果/需求入驻平台。 

8.1.3.2 入驻阶段各方应当明确项目目标、主要实施内容、服务费用预算、预期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意

向等。 

 

8.2 转移及转化评价 

8.2.1 技术评估/评价 

服务平台应根据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的要求，对技术性、市场经济性（含投资性、价值度）、风险

性、知识产权、可转化性、社会性等开展评估/评价，并就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建议。 

8.2.2 健康医疗技术安全伦理论证 

  安全伦理论证应满足并不限于： 

8.2.2.1 当健康医疗技术成果存在可能产生道德伦理、人身安全风险时，应对健康医疗技术成果进行安

全伦理论证。 

8.2.2.2 需要安全伦理认证的健康医疗技术成果，应组织健康医疗领域专家实施安全伦理论证。 

 

8.3 运营策划 

8.3.1 项目启动 

8.3.1.1 成立项目服务团队，团队组建应根据服务项目的实施目标、业务领域、实施特点等，匹配相应

的服务团队，明确服务团队成员组成与任务分工。如有必要，聘请外部专家。 

8.3.1.2 项目服务团队应与相关合作方约定人员安排及协作方式。 

8.3.2 实施方案确定 

服务平台在初步技术评估及背景调查的基础上，与相关合作方充分沟通项目服务需求、确认合作内

容：包括项目实施目标、细化分解项目任务、收益分配方式等，并制定执行计划，形成项目实施方案。

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许可、技术转让、作价投资等。 

8.3.3 服务资源配备 

8.3.3.1 服务平台应为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的实施配备所需的各类资源，提供包括技术评估/评价、知

识产权、测试验证、宣传推广、CRO、样品加工、取证服务、园区落地、相关政策咨询等技术转移及转

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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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服务应及时、充分、有效、适用、可靠。 

8.3.4 项目实施 

8.3.4.1 知识产权布局与规划：应针对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中知识产权，开展知识产权检索、技术分析、

知识产权规划、知识产权申请等，最终形成知识产权布局。 

8.3.4.2 意向对接：应根据项目转化需要，开展需求对接会、成果对接会等不同形式的对接活动。 

8.3.4.3 合作谈判：应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与成果转化的各方开展合作商务内容、合同条款等合作谈判。 

8.3.4.4 商业模式设计：根据技术转移及转化项目中的各阶段需求，为各相关方设计商业化模式，以帮

助获取市场化收益。 

 

8.4 产业落地 

8.4.1 产业资源配置 

服务平台应围绕成果研发-孵化-加速-产业化路径，合理配备产业链资源、供应链合作资源和园区

资源等，形成健康医疗技术成果落地及产业化发展路径。 

8.4.2 临床试验和注册取证 

服务平台应汇集临床试验、注册取证等资源，提供健康医疗技术成果项目进行临床试验和注册取证

服务。 

8.4.3 投融资 

服务平台应根据技术转移与转化项目的资金需求，针对项目对接所需的投资基金、金融机构等相关

方资源，为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8.4.4 生产销售服务 

服务平台应为项目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生产资源、市场渠道销售资源、宣传推广等资源的对接

服务。 

 

8.5 阶段性结果 

8.5.1 服务平台应引入各种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资源，促进技术成果的实施及产业化，形成技术

转移及转化项目的阶段性结果。 

8.5.2 该阶段性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提供方与需求方的技术许可/合作签约或收益、产业化签约或

收益、投融资签约或收益、产品销售收益、企业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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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以上流程各阶段实施前，服务平台与各合作方应当明确本阶段工作内容、具体分工，各方权利及费

用支付等事宜，并在必要时形成书面约定文件。 

9服务评价和服务改进 

9.1 服务评价 

9.1.1 服务平台应通过自我评价、委托方评价和社会评价对服务绩效进行评价，形成服务评价结果。 

9.1.2服务评价应采用访谈、座谈、发放调査问卷、查阅资料等多种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多种方法 结

合使用。 

9.1.3 服务平台可对双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单项评价，评价要求在双方协议中进行约定。 

9.1.4服务评价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9.1.4.1 基础性服务评价：服务场所、从业人员等； 

9.1.4.2 规范性服务评价：服务准则、服务流程、服务监督等； 

9.1.4.3 业务性服务评价：服务效率和效果等； 

9.1.4.4 综合性服务评价：满意度和忠诚度指标评价。 

 

9.2 服务改进 

9.2.1 服务平台应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发现机构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查找原因，

提升服务质量。 

9.2.2 服务平台应制定改进措施，选择改进方法，确定改进内容，减少不利影响，提升委托方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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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健康医疗技术转移及转化服务全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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