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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引导类计划

（一）星火计划

2012 年，围绕科技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星火计划加大对“三农”的政策

引导支持，突出星火惠农富农，圆满完成星火项目管理、农村信息化、科技培训、产

业带建设、科技服务体系等年度目标，在推动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整体情况
（1）项目安排

2012 年，共安排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1473 项，其中重大项目 129 项，面上项目

1344 项。

图 7-1-1　2012 年星火计划重大项目立项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7-1-2　2012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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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2012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2）经费安排

2012 年，星火计划重大项目共安排经费 2 亿元。

7-1-4　2012 年星火计划重大项目经费按类型分布

（3）主要成果

农村科技创新和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

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大力推进了“一链”、“一站”、“两基地”建设 ；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建设发挥了高校优势，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农村科技服务水平，促进农民就

业创业增收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 年，共组织实施了一批产业链项目，重点推

进了 73 条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科特派服务站达 5000 个。

农村信息化试点稳步推进。在国家和科技部农村信息化工作的总体框架下，重

点开展了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农村信息化专题、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农村

科技”栏目、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星火科技 30 分电视节目制作等工作，积极

构建“资源整合、统一接入、实时互动、专业服务”的省级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

务平台。

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稳步提高。2012 年，星火科技培训突出惠农、富农，重点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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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技术示范、基地建设、人才开发、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工作。星火计划针对农

民素质不高的问题，在已有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大力开展科技培训，培养了一大批

农村实用人才、农村科技带头人和农村技术“二传手”，激发了农民学科技的热情，

提高了农民用科技的能力，为帮助农民实现自主增收做出了新的贡献。

星火科技培训体系稳步完善。2012 年，星火科技培训结合各地工作实际，大力

加强对各级星火学校和星火培训基地的建设，形成了以各级星火培训网络为龙头，以

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院校、职业技校、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骨干，多种技

术经济组织为补充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各地充分发挥星火学校的培训资源优

势，积极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等多种培训形

式，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科技入户直通车、新农村科技培训网站等媒体，开

展农民科技培训，使各地星火培训能力显著提高，促进了星火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截至 2012 年底，各级各地共建星火科技培训基地 5745 个，星火培训学校 4199 个，

编写教材 27.77 万种，出版教材 8513 万册，制作课件 8.37 万个。

推动星火产业带与基地建设。2012 年，各地星火部门根据《国家星火产业带发

展总体规划及实施方案》和《国家星火产业带管理细则》，围绕特色优势新兴产业的

开发与生态建设，以星火密集区和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为基础，推动星火产业带快速、

协调、可持续发展。星火产业带示范基地、特色产业科技园区，以现有的各级各类科

技示范区、专家工作站、星火技术传播站等科研基地为基础，根据不同资源特色和区

位优势，研究开发相关的关键适用技术和产品，培育发展具有一定显示度的科技示范

样板区。引进、集成相关产业化关键技术，综合集成管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为科技人员搭建平台，进行产业化项目的大规模示范与应用，有效带动星火产业

带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

专栏 7-1-1　北京 ：推动农村产、学、研合作
北京市通过星火计划项目的实施，支持 11 家农村科技型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合

作。如北京利民恒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大、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共同

研制乐乐菇系列调味品，促进了企业由流通领域向深加工领域成功转型，目前所研制出

的系列食用菌调味产品，利用“乐乐菇”商标已打入全国省级、市级各大卖场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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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 5000 家，连锁商超 20 000 多家，个体便利商店 50 000 多家，代理商已遍布全国

12 个省市。通州区鑫淼水产总公司联合北京农科院水产所、天津农学院等全国多家科研

院校，建立观赏鱼产学研实验基地，推动通州区观赏鱼养殖品种的改良和发展，打造通

州区观赏鱼“鑫淼”、“金鱼满塘”等品牌，带动全市及河北、东北、山东、山西、河南

等地区 2000 多户进行观赏鱼养殖，养殖面积达 5 万余亩。

专栏 7-1-2　重庆 ：实现科技与经济无缝对接
重庆市以创新机制体制和改革科技计划方式为突破，从有效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

促进科技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入手，在广泛调研、充分讨论、深入论证的基础

上，启动实施了区县科技支撑示范工程。立足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区县落地

的重大项目，紧扣区县党政“一把手”的关注点、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难点，选准科技的切入点，采取市县联动、整合资源、协同创新、集成示范、

重点推进的方式，促进区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计划管理上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采取“三步走”的立项程序、三方”协同创新的管理机制、多方联动的资源整合模式、

“面、线、点”相结合的框架设计、总额控制、动态预算的经费管理模式，实现每个示范

工程产值达到 10 亿元以上，或直接受益人群达到 10 万人以上。

专栏 7-1-3　山西 ：强化科技成果集成转化与示范扩散　　
山西省围绕运用科技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富民、惠民”为核心，以发展

现代农业、提高产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重点，统筹考虑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

农村生态和生活环境改善，突出技术引进与成果转化，培育了一批优势农业科技产业和

特色产业，推动了“一县（市、区）一业”“一村一品”发展，建成了一批依靠科技创

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典型。2012 年，市级科技部门项目共立项 270 项，共获

经费支持 8 亿余元。县级项目共立项 143 项，共获经费支持 4 亿余元 ；新农村建设示范

（试点）认定数 263 个，其中，省级 7 个，地（市）级 118 个，县级 138 个 ；技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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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58 个，经常联系的专家人数 480 人，转化应用技术的数量有 558 个。培训农民

数量共 23 万人次，经济效益 11 亿元，促进农民人均增收 1000 元。

专栏 7-1-4　贵州 ：推进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省农民思想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各地自发成立农业

合作组织或协会等中介机构，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围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抓示范、

抓推广，进村入户搞服务，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各地乡镇科技服务组

织主要以科研单位等院校为技术依托，村级服务组织主要以技物结合的形式，为农民提

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解答农民在生产技术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营造出农村良好的

科技发展环境。2012 年，全省有专家大院 16 个，专家大院常驻专家人数 71 人，覆盖

3 个市（州、地）、29 个县（市、区）、131 个乡（镇），培训农民 37632 人，推广技术

38 项 ；支持或培育农村科技合作组织 293 个，覆盖 35 个县（市、区）、266 个乡（镇），

培训农民 79537 人，推广 78 项技术 ；支持或培育“企业＋农户”模式的农村科技型企

业 41 个，覆盖 26 个县（市、区）、108 个乡（镇），推广技术 68 项。

2.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2012 年，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工作蓬勃发展，在国务院落实中央 1 号文件

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中，首次明确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工作由九部门负责落实。

主要工作如下 ：

（1）以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为抓手，引导高校成为公益性推广服务的重要力量。批

复中国农业大学等 10 所高校为首批开展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组织“大学农业科

技服务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安排资金 1 亿元，支持积极探索以大学为依

托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2）研究提出种业科技特派员创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一城两区”农业科技

协同创新战略结盟工作基础上，提出了种业科技特派员创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完成

了海南南繁国家种业科技园区策划方案编制工作。

（4）启动实施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创业专项行动。科技部、供销总社联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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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的意见》，正式启动专项行动。供

销总社下发了《关于确定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的通知》，在供

销系统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和服务中心认定工作。强化培训，提升农村流通科技特派员

能力素质，依托科技星火培训项目培训达 16.8 万人。

（5）规范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实施。批复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

重庆市等五省市开展建设试点，并完成建设实施方案的论证批复。制订了《国家农村

信息化示范省建设行动指南》和《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工作规程》，开展了国

家农村信息服务综合平台的总体设计。不断加强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研究，成立了国

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调研督导组。

（6）继续推进林业、农村青年科技特派员创业专项行动。在林业科特派专项行动

方面，目前已选派林业科技特派员 7566 名，推广林业新技术 1600 多项，培训林业基

层骨干技术人员和林农 47 万多人次，帮扶指导科技示范户 24061 户，促进了一大批

林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了行业科技进步水平和林农科技素质。

（7）大力推进“一链”、“一站”、“两基地”建设，加强创业载体建设。星火计划

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2 亿元，组织实施了 129 个产业链项目，重点推进了 73 条科技特

派员创业链建设。引导各地方推进科特派服务站建设，推动以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为

中心，农民专业组织为依托，科技特派员服务站为中介服务的社会化创业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有关地方结合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依托认定的 6 个科技

特派员培训基地，开展创业培训。

（8）启动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筹备工作，积极搭建科技金融对接平

台。在认真总结 2010 年首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经验基础上，探讨“中国农

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可持续发展机制，初步形成了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方案，完成了大赛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工作和初步的基金募集 , 为第二届大赛顺利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9）推进中非、中南亚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加快科技特派员走出去步伐。加强与

UNDP 沟通，签署了《关于探索开展科技特派员国际合作的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

强化与埃塞俄比亚在科特派方面的合作，并且在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框架下，启

动了东南亚的科技特派员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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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社等媒体合作，集中宣传各地推进科特派工作的

最新进展、典型经验。

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2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推进各园区技术转化应用的同时，重点推进了北

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陕西杨凌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和山东黄淮海生态高效农业科

技示范区的战略结盟工作。

（1）推进一城两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战略结盟

“一城两区百园”协同创新结盟发展，是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创业模式的重要探

索，有助于促进不同园区之间政策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大联合、构建大

市场，不断提升园区信息化水平、创新园区现代产业商业化模式。通过推进“一城两

区百园”协同创新结盟发展，科技部与北京、陕西、山东三省（市）建立会商和督导

机制，以行政结盟实现政策联动和共享，以投资管理结盟提高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资源

配置效率，以信息结盟构建现代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增强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和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

龙头带动作用，在农村科技领域率先实践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联动，

推进资源共享，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创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促进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式转变。

北京农科城以“高端、高效、高辐射”为目标，以农业高端研发、产业链创业和

现代服务业引领为重心，努力实现农业高端服务、总部经济研发、产业链创业和先导

示范功能。杨凌示范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体制改革为动力，启动了干旱半干旱地

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农村科技创业推广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国际

农业科技合作平台等相关发展建设工作，着力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

展。黄河三角洲示范区通过在环渤海低平原区建立粮食增产增效示范区，探索低产农

田粮食增产技术模式和三产融合技术体系，为解决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

题提供了科技支撑。

“一城两区百园”协同创新结盟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

一是以信息、金融两大平台建设为重点，努力推进新型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开展跨区域重大农业活动的网上直播、商务洽谈和在线培训等服务，建成杨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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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和三农呼叫中心 ；初步建成全国农业科技数据源中心和服

务源中心和山东园区生产调度中心。成立了北京农科城投资有限公司、黄河三角洲示

范区投融资公司、杨凌现代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投资机构 ；杨凌示范区联合

全国 40 家孵化器和 26 家创投机构，成立了全国首个现代农业科技创业孵化联盟、现

代农业创业投资联盟。

二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商业模式创新，探索建立现代农业产业链。北京农科城建

设了生物种业、生物燃气、循环农业、园林苗木、草莓、奶业、花卉等 11 条品牌产

业链 ；杨凌示范区认定 23 个龙头企业法人科特派和 1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创建科特

派创业基地 20 个、催生产业链推广示范基地 52 个，示范推广效益近 30 亿元 ；山东

滨州建立 71 家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辐射带动农民 30 万人，农业物联网、循环农

业、绿色种养殖等先进技术实现广泛应用。

三是突出加强高端研发，构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依托首都、陕西及山东科技创

新资源优势，围绕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生物疫苗等高端产业，研发出一批重大农业

科技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应用推广。

四是布局专业化园区建设，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美丽乡村。北京农科城着力产业链

创新创业，积极推进昌平园、顺义园、通州园特色园区建设 ；杨凌示范区依托科技探

索园、苗木产业园建设了西部特色馆、超级菜园、白水苹果试验站等 19 个展馆、试

验站。

五是探索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推进农科城建设国际化。北京农科城与 81 个国家

和地区 33 个国际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杨凌示范区国际科技合作园先后与

台湾美庭公司合作建设工厂化育苗馆，与荷兰瑞克斯旺、以色列海泽拉等企业合作，

引进蔬菜新品种 300 多个。德青源生物质能源技术出口美国，北京杂交小麦新品种出

口巴基斯坦。

六是创新机制，建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实现方式。中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与北京 7 个郊区县签署全面技术服务合作协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建立了杨凌示范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启动了中心综合试

验示范站等建设工作。科技部先后牵头制定了“一城两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高层

协调机制、督导工作机制、联席会议制度、网联办公制度等及相关政策，有力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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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两区”建设。

（2）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 72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建成面积共 142.8 万亩。其

中，位于东部的 20 个园区已建成面积 47.4 万亩 ；中部 24 个园区已建成面积 44.9 万

亩 ；西部 28 个园区核心区已建成面积 50.5 万亩。72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机构

人员总数达到 5788 人，其中管理人员 1290 人，科研人员 2452 人。园区管理机构中，

具备高级技术职务的人数为 1198 人，占机构总人数的 20.7%。

72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现有企业总数为 5938 家，其中 2012 年度园区入驻企业

总数为 579 家。进驻园区企业仍以内资企业为主，占入驻企业总数的 94.75%。龙头

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 41.97%。

2012 年度，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引进项目 965 个，自主开发新项目 642 个，引进

新技术 1058 项，引进新品种 6348 个，引进新设施 3267 套，推广新技术 1094 项，推

广新品种 1607 个。

组织科普讲座与座谈工作 8540 次，其中组织专家讲座 1808 次，向农民讲座 5932

次。开展技术培训 14470 次，开办培训班 3750 次，共培训农民等 1 813 713 人次。

园区各类融资总额达到 510.47 亿元，其中，企业共投入 394.04 亿元，占总融资

额的 77.19% ；政府投入共 61.1 亿元，园区自筹资金共投入 45.91 亿元。

72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年产值为 4823.56 亿元，年利润额 400.83 亿元，年上缴

税额为 95.33 亿元，净利润 325.78 亿元，年出口创汇额 47.31 亿元。

2012 年，各园区专家大院共聘请专家 2598 人，其中常驻专家 822 人。共孵化

企业 622 个，投入培训经费 2104.34 万元，培训农民 57 万人。各园区累计吸纳就业

114.36 万人，带动农民 1155.35 万人增收致富，核心区人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12590

元提高到 13122.2 元，增长幅度达 4.23%。

4. 科技兴县（市）专项
科技兴县（市）工作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套从工作环境建设到管理系统建设等

方面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2012 年，科技兴县（市）专项支持项目 27 个，国拨经费

800 万元。

按照科技部总体工作部署重新制定科技兴县（市）专项工作管理办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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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开展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的需要，在原有县（市）科技进步考核

指标体系基础上调研论证，设计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新的科技进步考核指标体系。

5. 科技扶贫
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和总体安排下，认真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和《秦巴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等文件精神，利用自身行业优势，扎实开展了定点扶贫、行业扶

贫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工作，在推动贫困地区工农业发展、推动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采取现场授课与远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科技培训工作。在秦巴山片

区内，组织 17 个县播出“星火计划 30 分”栏目，宣传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传授农

业实用技术，传播科技市场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各定点县在示范推广新技术过程

中，围绕支柱产业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186 期，共培训 15122 人次。举办科学养殖技术

培训班、中草药规范化栽培学习班 24 期，培训农民技术人员 2500 余人次。

通过星火、火炬等科技计划，2012 年向秦巴山片区支持项目 90 余项，直接投入

科技经费 9597 万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设置“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大宗中药综合开

发技术研究”专题 ；支持内蒙古等 11 个试点省区内 1197 个项目，直接投入 72 158

万元。此外，针对连片贫困地区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科技部投入农转资金共计 1960 万元，覆盖 28 个区县。

向定点县捐赠了总价值超过 1227 万元的科技物资，其中包括在英山县 20 个村建

立了无塔供水站，在石头咀中学建设中学科技馆，落实捐赠安塞县价值 50 万元 LED

全彩显示屏、120 万元的太阳能路灯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区人民的生活条件，

提高了基层科技服务能力。此外，还组织“科技列车青海行”等活动，向青海藏区捐

赠总价值 230 万元科技物资。

（二）火炬计划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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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化改革、加强统筹、需求导向、重点突破”的总体要求，以高新技术产业化

及其环境建设为核心，以国家高新区为重点，围绕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

产业特色突出、经济规模较大、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及品牌知名度较高的创新型产

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主体，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载体，形成具有整合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能力的科技服

务体系，加速先进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立项情况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总立项数 2139 项，新设国家火炬计划创新型产业集

群和科技服务体系重大项目。其中面上项目 1937 项（产业化示范项目 1736 项，产业

化环境建设项目 201 项），重大项目 68 个，子项目 202 项（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大项目

41 个，子项目 120 项 ；科技服务体系重大项目 27 个，子项目 82 项）。　

图 7-2-1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注 ：含科技兴贸项目

图 7-2-2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按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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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按领域分布

图 7-2-4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按地区分布

2. 经费安排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安排经费 2.2 亿元 , 其中面上项目的产业化

环境建设支持 1.024 亿元，重大项目 1.176 亿元（创新型产业集群项目 7200 万元，科

技服务体系项目 4560 万元）。

图 7-2-5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按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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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按地区分布

3. 监理验收
完成 2009 年以前立项的 470 个项目的验收，涉及中央财政资金 4.4 亿元。经审

核，符合《通知》要求，验收合格的项目共 475 项，合格率达 96.9%。

4. 主要工作及成效
（1）继续推进高新区管理工作

推动承德等 17 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总数量达到 105 家 ；

批准保定、石家庄、包头、惠州、昆明等 5 家高新区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方案 ；

研究起草《国家高新区战略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科技企业加速器建设指南》，修

订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完成 2012 年国家高新区考核评价工作。

（2）深化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

组织开展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研究，研究起草《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认定管

理办法》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评价指标体系》；组织首批 41 个产业集群试点开展

交流和参加国际论坛活动，建立了试点培育和重点扶持两级推进机制。开展创新型产

业集群试点建设工作，被纳入国务院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重点工作。

目前，天津、广东、青海、福建等 10 个省、市、自治区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建设

工作提升到与科技部的会商内容，大部分集群成立了由主管省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建

立了科技部、省市科技部门和市政府的三方推进产业集群机制。

（3）加强火炬计划产业基地管理

研究起草《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认定及管理办法》，2012 年新认定 6 家国家火

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和 1 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使得这两类基地的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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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290 家和 39 家，对培育地方优势产业和发展区域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

作用 ；组织对现有 38 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进行系统评价，为研究新时期软

件产业基地发展提供依据。

（4）继续做好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

组织召开生产力促进中心二十周年座谈会。深入实施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产业

集群、服务基层科技专项行动。认定了 20 家生产力促进中心为第十批国家级示范生

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级示范中心数量达到 256 家。积极推动生产力促进中心业务联

盟建设，启动了技术转移联盟首批试点，以及工业设计联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

新农村建设服务联盟第二批试点，认定了 25 家新农村建设服务试点单位、19 家科

技金融服务试点单位、63 家技术转移服务试点单位。做好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

重点省试点工作，新疆、安徽、天津、贵州、内蒙古、甘肃、湖南 7 家先后通过试

点评估。

生产力促进中心二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5）积极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

组织实施国家大学科技园“三促进”行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召开烟台高新区、绵阳高新区、广元专场对接

会，组织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地方进行双方项目对接及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等方面合

作，共筛选出近 1000 项可产业化项目，整理出近 600 项企业技术需求，签订 1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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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与财政、税务等部门加强沟通，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延期。

（6）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取得新进展

组织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25 周年纪念活动 ；研究编制《国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十二五”发展规划》；修订《科技企业孵化器指标评价体系》，对 346 家国家级孵

化器进行复核，加强对孵化器的动态管理 ；组织“科技企业孵化器从业人员培训”、

“北京、上海国际企业孵化器培训班”和“火炬中国创业导师促进行动”推动会等，

加强孵化器管理和服务队伍建设。

（7）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化主体培育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研究起草《关于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监督检查的方案》和《关于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等规章

制度 ；参与了中宣部与科技部联合推进的文化和科技融合有关高企认定工作。截至

2012 年 4 月，共完成 2011 年度全国 122 个批次 22 221 家企业备案 ；截至 11 月中旬，

已完成 2012 年度 37 个批次 2199 家企业备案。

（8）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全面推进“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以技术转移、创业孵化和科技金融为

主线纵深推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建设和科技型企业并购市场

建设横向布局，构建“三横三纵”的科技服务体系。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共

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完成《2012—2020 年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建设和发展规划》

研究和论证 ；研究制定依托大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并购市场实施方

案。深入实施“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 技术转移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总数达到 276 家，创新驿站总数达到 83 家。到 2011 年底，仅第一批、第二

批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促成技术交易就达 750 亿元，“中国创新驿站”各站点累计走访

企业 6690 家次，调研企业需求 4819 项，整合共享创新资源信息 8814 条，开展协同

合作 772 次，完成服务项目 876 项。加强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和统计分析工作 ；参与筹

建相关农业与种业交易公共平台，启动中国种业技术交易中心筹建工作 ；参与商务部

上海国家技术进出口交易中心组建等工作。

大力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深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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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积极搭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据不完全调查，有 40 多家国家高新区搭建了

各种形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制定了科技金融相关政策，投入财政资金近百亿元，

引导创投资本 1000 多亿元，引导银行信贷超过 1 万亿元。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

发挥优势和特色，推出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金融产品。积极跟踪场外市场建设和“新三

板”的进展情况。

积极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化交流平台。举办第十五届科博会科技成果推广与商务合

作项目推介会、2012 年科技服务机构峰会、第十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中

国科技创新产品及技术（印尼）展览会和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高新技术展等各类

会展交流活动 ；参与部区、部省会商相关工作，协助新疆举办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参与主办中国·云南桥头堡建设科技入滇对接会 ；筹办国家高新区建设 20 年成

就展（广州）巡展。

加强火炬国际化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与英国、法国、韩国、俄罗斯、欧盟、中国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口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与韩国产业集群工团、俄罗斯“斯科尔

科沃”基金会分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成功举办了“中欧创新集群会议暨国际技术

转移对接活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国际会议”、“2012 两岸产业创新发展及

合作交流会议”、“第二届两岸科技园区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论坛”等高端国际交流

活动，成功促成多项实质性合作 ；与商务部联合认定第四批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30 家，

包括西安、贵阳、襄阳、惠州等 4 家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总数

达到 27 家 ；成功召开火炬国际化联盟工作会议，积极促进高新区、孵化器、技术转

移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联盟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合作互动，目前成员已发展到

40 余家，正在成为推动火炬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化人才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国家高新区从业人员中拥有高等

学历人员的比例超过 51%，其中包括 46 万硕士、5.4 万博士和近 5.3 万名归国创业留

学人员，“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中 80% 以上来自国家高新区。这支产业化

队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 年火炬中心组织完成“国家高新

区创新发展战略提升专题研究班”，完成 2012 年度科技部培训计划 4 个培训课题，取

得良好的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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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1 温州激光与光电创新型产业集群
2011 年，温州激光与光电产业创新型产业集群被科技部火炬中心列为全国首批 41

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之一。2012 年，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试点建设工作纳入了科技部

与浙江省政府的工作会商议题，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2012 年，国家火炬计划共安排中

央财政资金 330 万元，支持温州激光与光电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在国家火炬计划的引

领带动下，截至 2012 年底，产业集群已经集聚了激光与光电企业 80 余家。2012 年产

业集群实现产值近 300 亿元，已成为温州市推动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主要表现在 ：

1. 集群的产业高端集聚初步形成。比利时激光及数控专家团队和温州企业家合作成

立了博纳激光公司，前期科研开发投入已达 2000 多万元 ；武汉奔腾楚天激光与意大利

合作的激光设备公司整体搬迁温州 ；美国波士顿光子公司顾波博士团队等 20 余个科研合

作项目正式签约。一批企业脱颖而出，激光与光电企业达到 80 余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29 家，2012 年实现产值近 300 亿元。

2. 科技服务和技术研发平台加速形成。姚建铨院士的温州激光工程技术联合研究院

和院士工作站已经成立 ；温州光电研究院、温州激光与光电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挂牌成立 ；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中心已在温设立分中心 ；国际激光与光电科技企业孵化

器已建成 3 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博纳激光、奔腾激光等 6 家激光与光电科技企业正式入

驻 ；规划用地 1500 亩的中国激光与光电科技创新园即将开工建设。

3. 产业研究推进集群发展的机制正在形成。举办了 2012 中国激光应用创新大会、

全国激光加工学术会议、激光应用技术及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集群招商大会 ；组团参加

上海慕尼黑光博会 ；建立了与美国 GE、IPG、德国罗芬、通快等国际大企业的业务联系 ；

与中科院半导体所、西安光机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工大、浙江工业

大学等全国 18 个知名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4. 激光产业的人才培育工程正式启动。大学、企业和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实现三方

合作、订单式培育人才 ；与著名院所合作设立了激光与光电产业知识产权高级研修班，

重点对激光与光电产业龙头企业和拟转型企业负责人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管理专业

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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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2 上海孵化企业国际化能力建设项目
2012 年，上海科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环境建设项

目——上海孵化企业国际化能力建设（2012GH570331）的实施。项目旨在拓展新的国

际合作伙伴网络，同时以国际化的网络与平台服务为依托，服务优秀的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为完成项目既定任务目标，上海科威于 2012 年度共投入经费 160 万元，占全部计

划投入资金的 64%，累计服务科技型企业 198 家，通过服务为企业解决产学研及国际合

作等需求共计 240 项次。项目实施阶段性主要成果包括两个方面 ：

1. 建立亚洲企业孵化协会（AABI）企业数据库。上海科威是亚洲企业孵化协会

（AABI）秘书处的具体执行单位。2012 年，AABI 的网络不断扩大，目前 AABI 已经拥

有 18 个国家及地区的 21 个协会成员及 12 个孵化器成员。2012 年建立完成了 AABI 企

业数据库，这一平台除了有大量的企业数据外，还可以为各协会成员提供信息交流，需

求发布等互动功能，为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项选择及便利。

2. 组织承办中俄科技企业研讨会。作为“上海中国 - 俄罗斯科技合作基地”的主要

服务机构，2012 年 6 月 26—28 日，上海科威组织承办了由科技部、俄罗斯科教部和

上海市科委共同推动的“中俄科技企业研讨会”，中俄双方代表在能源、化工、环保、生

物、通信、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开展了研讨与对接洽谈活动。在研讨会组织上，开展项

目 - 企业预对接 ；根据俄方代表的背景，有针对性地安排他们分别对上海的研究机构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实地参观考察，促成了新的合作意向 ；以签订合作意向书为手

段，保证俄方代表回国后仍能继续落实合作意向。本次研讨会形成了多项新的合作意向，

共签订了 2 份机构合作协议，达成企业间合作意向并且签订合作意向书 8 份。

（三）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2012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以下简称新产品计划）继续采取国家政策引

导，重点围绕培育和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

高的创新产品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新产品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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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安排
2012 年度，新产品计划首次分为战略性创新产品和重点新产品两类进行组织。

共受理申报新产品计划项目 2169 项，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219 项。按照推荐渠道，

4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兵团推荐项目 1998

项，占受理项目总数的 92.1% ；国务院 22 个直属部门推荐项目 139 项，占受理项目

总数的 6.4% ；重大项目专项办推荐 32 项，占受理项目总数的 1.5%。

经技术评审和综合审议，共认定 2012 年度新产品计划项目 1206 项，其中重点

新产品 1167 项，战略性创新产品 39 项。1206 项立项项目中，地方科技厅（委、局）

推荐项目立项 1095 项，占立项项目总数 90.8 %，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26 项，国务

院有关部门科技司（局）推荐项目立项 113 项，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13 项。2012 年

共支持经费 2 亿元，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获得经费支持 39 项 , 平均支持 200 万元 / 项 ；

重点新产品获得经费支持 249 项，平均支持 49.6 万元 / 项。

图 7-3-1　2012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2. 实施成效
（1）培育和发展战略性创新产品，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需求。

在新产品计划首次对战略性创新产品的支持下，培育了一批代表区域自主创新能

力的标志性产品和创新型企业，39 项战略性创新产品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其

中有 32 项为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占比 82.1%。通过对战略性创新产品的引导，有力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显著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和区域创新发展，39 项战略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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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 , 其中有 16 项来自于国家计划，占比 41% ；企业自行开发技术 23 项，占比

59%。

（2）培育知名品牌和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共实现销售额 13 851.1 亿元，出口创

汇 56.4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205.5 亿元，上缴增值税 90.7 亿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

产品的美誉度得到不断提升。2012 年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新产品计划项目比例达到

77.3%，形成一批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的产品，推动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3）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意识，促进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1167 项重点新产品中，有 667 项获得了发明专利授权，占项目总数 57.2%，较

2011 年占比（52.5%）提高了 4.7% ；有 771 项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占项目总

数 66.1% ；有 197 项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占项目总数 16.9% ；有 236 项项目获

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占项目总数 20.2% ；有 6 项项目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占

项目总数 0.5%。获得国家级奖励项目 70 项，占项目总数 6.0%。

（4）调动企业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吸引和鼓励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1167 项重点新产品中有 62 项来自于国家计划，占项目总数 5.3% ；企业自行开

发技术 984 项，占项目总数 84.3%。2012 年，累计研发投入 185.1 亿元，至批量生产

时总投入达 407.3 亿元。

新产品计划项目从产品研发就将技术纳入标准，95% 的重点新产品都采用了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其中采用国际标准的 120 项，占项目总数 10.3% ；采用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990 项，占项目总数 84.8%。

（四）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2012 年，根据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的部署，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围绕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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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有关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加强项目管理，深化与

部门和地方的联合，发挥软科学研究支撑和服务决策的作用，着力为决策提供参考

与支撑。

1. 立项情况
2012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照重大项目、面上项目和出版项目三大类

进行部署，受理申报项目 370 项，经形式审查、选题评审、会议答辩、复审等环节，

选定 160 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经费资助项目，落实项目经费 2500 万元，平均支持

强度 15 万元 / 项，其中，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与部门和地方联合研究项目 26 项，落

实经费 540 万元。

图 7-4-1　2012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分类

2012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了“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全球

创新资源转移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分布式能源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农村

科技创业金融政策研究”、“社会流动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图 7-4-2　 2012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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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工作与成效
（1）做好结题验收工作。2012 年，国家软科学计划集中清理验收 2002—2009 年

已立项但仍未结题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受理项目结题 130 多项，提交了 231

篇调研报告，出版著作 47 本，发表论文 648 篇，其中 78 份政策建议得到了有关决策

机构的采用，为中央与各有关部门、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方面决策起到重要的咨询

支撑作用。

（2）加强与部门、地方的联合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集成部门和地方资源、

动员各方面优势力量、突破有关各部门、各地重点关注的战略问题、推动研究成果直

接服务和支撑决策。例如，“重庆 / 成都统筹城乡科技发展改革研究”、“中部地区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研究”、“我国工业有毒有害气体污染防治政策研究”、“农

业标准化对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研究”等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所在地方、部门

乃至中央决策提供了积极支撑。

（3）提升“创新圆桌会议”平台功能。2012 年召开 4 次创新圆桌会议，邀请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就“协同创新”、“需求面创

新政策”、“全球产业变革 ：趋势和可能的影响”等重大议题研讨，取得良好效果。

（4）加大软科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推广。从结题清理验收的软科学项目中，选取

了 35 项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具有推广价值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成果，

汇编出版《2006—2009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成果选编第一辑》和《2006—2009 年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成果选编第二辑》。积极发挥《软科学要报》的动态载体作用，

及时反映软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向。《软科学要报》刊载的“中国细分行业就业

创造能力分析与对策研究”、“关于发展我国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建议”、“我国工

业有毒空气污染物污染防治政策研究”、“建立和完善科技援疆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全产业链视角下的我国粮食安全新思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关

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法》的立法建议”等报告得到相关主

管部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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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4-1　创新圆桌会议
创新圆桌会议是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与有关部门从 2010 年开始组织的一项重要工

作，原则上按季度组织，是以科技创新前沿发展态势和创新政策走向为主题，开放式、

研究型的会议。会议致力于把握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围绕创新驱动

发展的战略需求与科技创新的最新动向，展开充分交流，提出新时期科技发展的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引导社会各界广泛、深入思考，服务公共决策。

2012 年创新圆桌会议重点围绕“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未

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把握产业变

革中的机会等，都是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为此，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了 2 次以“全球产业变革 ：趋势和可能的影响”为

主题的创新圆桌会议。会议邀请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科院、社科院、上海科学学所、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关村

管委会、BYD 公司、尚德公司以及部分地方科技厅（委、局）等单位的专家，就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命的定义与划分、未来产业变革的趋势与特征、未来产业变革若干重点方向、

产业变革对我国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展预测等进行深入研讨。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凝练与加工，形成成果报送各相关部门领导，得到一致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