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计划

七、政策引导类计划
（一）星火计划
2013 年，星火计划以科技强农惠农富农为宗旨，立足农村科技创业，重点支持
农村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创业和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加强星火培训和农村实用科
技人才培养，加大推动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在“四化同步”和城乡统筹发展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效完成了本年度的目标和任务。

1．整体情况
（1）项目安排
2013 年，共安排国家星火计划项目（课题）1807 项，包括 324 项重大项目（课题）
，
其中产业联盟类重大项目 79 项，专项工作类项目课题 245 项，引导项目 148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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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地区分布

2013 年星火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以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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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2）经费安排
2013 年，国家星火计划投入国拨资金 1.8855 亿元，项目资金已经全部下拨到地
方。同时带动了 456.2 亿元的其他资金，包括省级配套资金、地市配套资金、单位自
筹资金（包括县市配套资金、企业自筹在内的其他资金）等，多来源渠道的资金投入
为项目的充实和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主要成果
①星火项目效益
2013 年，共完成各级星火计划项目 8705 项，较上年增长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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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国星火计划项目完成情况

截至 2013 年年底，各级星火计划项目完成年度总产值 1839.54 亿元，完成利
税 278.23 亿元，其中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完成年度总产值 852.50 亿元，完成利税
147.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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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加强农村科技创业链建设
围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加快培育农村科技创业链，着力建设一批农村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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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优势特色产业与创业链，有效提升星火龙头企业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区域创新产
业与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支持科技特派员创业，鼓励科技特派员进入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的创业和配套服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创
业机制，以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广泛就业。支持科技特派员培训基地建设，
搭建农村科技创业服务平台，完善农村科技创业政策，营造以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
新为动力、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③推进农村信息化和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总体要求，促进“三网融合”，推动农村科技信
息资源集成与应用示范，加强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综合服务，提高面向农村科技创业
的科技信息服务能力。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支持“三位一体”农村科技服务
体系发展，引导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创新创业技术服务。支持科技进步示范县（市）
实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或支柱产业技术开发和规模化应用项目，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④加强新农村建设科技试点，提高科技促进改善农村民生的能力
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围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营养健康及饮水安
全、农村新能源开发、农村污水与废弃物处理、农村社区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等民生关键技术需求，开展新农村建设科技试点，强化新农村建设先进适用
技术及产品集成示范。
⑤探索长效机制，加强科技扶贫开发
针对老少边穷及干旱半干旱、喀斯特等典型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
中的关键问题，以典型国家级贫困县为重点，开展科技集成示范、实用技术推广，促
进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改善贫困地区民生和生态环境 ；加强科技培训和基层科技
能力建设，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探索科技扶贫的长效机制和模式，为全国扶
贫工作提供有益经验。
⑥推动农村中小企业创新，促进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以优良新品种、农产品增值和流通、环保型肥料和农药创制、废弃物资源化或能
源化利用、农业装备与设施、农业生物等技术为重点，加快先进适用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和推广，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为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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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培育一批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星火产业带和技术密集区发展，实现
农村经济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转向技术内生推动、资源集约利用式发展。
另外，加快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专栏 7-1-1

湖北省构建面向四大片区的信息化服务体系

湖北省面向鄂西武陵山区和鄂北秦巴山区，依托省内物流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开展农产品和农资电子商务应用示范，实现优质农产品直接进社区和优质农资直接进村
组。依托武汉家事易公司，探索城市用户网上下单，企业直接配送到小区生鲜货柜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应用模式。目前武汉市已有 822 个小区建设了家事易电子菜柜，发展网络
用户 15 万人，生鲜蔬菜日交易额达 20 万元。依托湖北大地腾农公司，在宜昌地区开
展农资电商服务示范。村组的网格信息员组织农民利用手机直接下单，农资企业将相关
商品集中配送到村组。目前宜昌市已建设和在建 118 个村级农资服务站，直接服务农民
近 4 万人，近半年来已累计成交农资超过 500 万元，为农民节约资金近 70 万元。依托
武汉鑫太阳公司，开展湖北名优特产的电商服务引用示范。目前全省已有 2.2 万家企业，
2.9 万种名优特产入网注册，效果明显。

专栏 7-1-2

内蒙古自治区现代化农业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通过燕麦良种繁育、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燕麦绿色环保专用肥的开发
及燕麦米、燕麦草的加工利用示范与推广，建立燕麦产学研联盟，推动燕麦产业化发展，
对内蒙古自治区现代化农业发展、改变农村牧区产业结构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一年多的实施，基本形成了以“燕麦良种繁育—燕麦栽培—专用腐殖酸配料—
燕麦米产品—燕麦饲草”的燕麦产业链，形成了“技术＋基地＋专家＋农户”的燕麦产
业化体系，提升了内蒙古“燕麦品牌”的知名度。
目前已推广燕麦新品种及高产栽培技术种植面积 1390 万亩，繁育燕麦种子 404.27
吨，开发出燕麦专用型有机肥三种，生产纯燕麦片 1000 吨，复合口味燕麦片 520 吨，
优化燕麦米加工工艺 1 项，具备了燕麦米 1 万吨的加工能力。并制定了《燕麦亩产
350kg 以上栽培技术规程》和《无公害燕麦栽培技术规程》各一册，建成燕麦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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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00 个，开展燕麦新品种与新技术培训宣传与技术咨询 960 人次。
建成基地 39 个，覆盖 104 个乡镇，累计示范面积 10.55 万亩，销售收入达 14595
万 元， 净 利 润 3067 万 元，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9796 万 元， 增 加 就 业 332 个， 培 训 农 民
16250 人次。

专栏 7-1-3

江苏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新模式

江苏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以下简称“科技服务超市”）是江苏省针对“三农”工
作实际需要所创立的一种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新模式，是现有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
补充。科技超市工作自 2010 年正式启动以来，在网络建设、机制创新、服务成效和社
会影响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科技超市新模式探索取得初步成功。截至目前，围绕蔬菜、
畜禽等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已建设科技超市 197 家，新建待确认 75 家。全省科技超市
累计组织新品种、新技术展示活动 1400 余场，转化示范新成果 1431 项，开展咨询培
训活动 3560 多场次，直接培训农民 11.74 万人次，辐射带动农户数达 36.26 万户，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总额达 25.72 亿元。

专栏 7-1-4

贵州省探索长效机制，加强科技扶贫开发

贵州省围绕冷洞村的金银花特色产业发展，以则戎乡金银花种植合作社为实施主体，
通过适当补助，农户主体投入，科技人员现场指导培训的方式，开展种苗基地建设，由
合作社向社员与农户发放优质金银花种苗，带动农民投工投劳，完成原有 2223 亩金银
花的修剪、补植补种等改造工作，新建优质金银花育苗基地 42 亩，新增种植优质金银花
高产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1052 亩。在冷洞村建立农村经济信息化服务平台 1 个，建成年
产 60 吨金银花生产线 1 条，开展金银花规范化高产栽培技术、金银花标准化清洁加工技
术等培训，培训农民达 2100 人次，通过科技扶贫基地的示范，带动周边村组及乡镇种
植金银花 1 万亩，目前合作社已发展到拥有社员 153 户，种植农户达 3000 多户，种植
规模 1.1 万亩，实现产值 3000 万元，利润 450 万元，户均利润 9400 元，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120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星火计划

2.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科技特派员工作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对科技服务的重大需求，深入
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大力提升科技特派员素质，推进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1）项目与经费安排
2013 年，星火计划共支持 31 个省（区、市）、各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科技特派员申报的 106 个项目，共支持经费 2430 万元，带动项目总投资 58.79 亿
元。重点支持了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培育农村科技创业主体，推动科技、人才、
资金等要素向农村集聚。
（2）进展与成效
目前，全国科特派总人数已超过 72 万人，比 2009 年增长了 10 倍 ；法人科技特
派员单位 3.87 万家，较 2011 年增长 4 倍多。科技特派员形成利益共同体 5.14 万个，
创办企业 1.59 万家，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4.5 万项，获利 400 多亿元，建立科技特派员
服务站 1.6 万多个，服务农民 6000 万人。
2013 年，积极推进以下工作 ：以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委员会为载体推进科特派
社会化管理 ；强化大学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北京大学等第二批 29 所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建设，完成了全国性布局 ；深入实施种业和粮食丰产科技特派员专项行
动，推进种业体系再造，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继续推动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实施，
批复新一轮信息化示范省，推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 ；启动第二届中国农业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大赛组织方式，促进农村科技创业与金融紧密结合 ；推进中
非、东南亚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刘延东副总理见签中埃关于科技特派员相关协议签
署，科技特派员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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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科技兴县（市）专项支持项目 39 个，国拨经费
780 万元。
根据《科技兴县（市）专项工作管理办法》和新的“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
指标体系”，组织开展了第七次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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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申报的 2977 个县（市）进行了复核，表彰了 2013 年
1045 个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县（市）
、4171 名全国县（市）科技
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个人和 20 个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优秀组织单位。

4. 科技扶贫
2013 年，科技扶贫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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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身行业优势，以“服务主导产业、突
出创新理念、促进民生改善、服务地方发展”为指导方针，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及未来发展重点，秉承“情系老区、扎根基层、求真务实、创新创业”的科技
扶贫精神，扎实开展了定点扶贫和行业扶贫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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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针对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科技素质低、科技意识弱的问题，科技扶贫工作采取
现场授课与远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培训工作。以“星火科技 30
分”为主要载体，加快新技术新成果信息向贫困地区传播扩散，带动农民增收、脱
贫。“星火科技 30 分”在地方电视台联播，免费向包括 103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市）在内的 1000 多家县级电视台提供 52 期科技节目。据不完全统计，各定点县
在示范推广新技术过程中，采取“县培训到乡、乡培训到村、村培训到户、一级抓一
级”的培训方式，围绕支柱产业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61 期，共培训 10312 人次，提升
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依靠科技、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水平。
各单位密切协作，积极调动部内相关科技资源，以提高基层创新创业能力为工作
重点，围绕县域支柱产业发展开展科技扶贫，将优势科技资源转变成贫困地区发展的
内生动力，显著地提高了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促进片区内相关省份的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将秦巴山片区纳入到科研项目示范范围，支持企业转化科技成果、提
高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项目实施地建立科技扶贫示范基地，引进成果和人才，示范
推广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提高了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
2013 年，通过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科技富民强县专项等科技计划，扶持片区、定点扶贫县涉及农户多、带动能力强
的支柱产业发展。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支持了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15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家直接投入 20336 万元 ；通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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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经费共计 7160 万元，覆盖 80 个贫困区县，支持农业新品种创制、种质资源开
发、农产品加工关键技术推广、示范等领域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设置“干旱
半干旱地区节水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与示范”、“重点牧区‘生产生态生活’保障技
术集成与示范”、“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大宗中药综合开发技术研究”等项目，投入
经费 42087 万元，用以开展农业节水实用技术新成果及重点牧区“生产生态生活”保
障技术的大面积集成和示范。同时，支持 33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中药
材产业，通过项目实施，预计 88 种中药材在贫困地区的种植面积将提升到 653 万亩，
产值达到 395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29 万个 ；通过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在贫困
区、县立项 35 项，支持经费 32962 万元，激活贫困地区的科技创新潜力和优势产业
的发展，促进贫困地区民生改善 ；通过科技惠民计划，部署 20 个项目，支持经费共
计 23370 万元，重点支持了 21 个贫困县在医疗、药材、农业、生态建设、公共安全
等方面开展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工作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立项“焙烧还原法开发
加蓬软锰矿生产无硒电解锰技术合作”，支持经费 245 万元，用以推进武陵山片区稀
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13 年，科技部组织各方面资源，向定点县捐赠了总价值超过 655 万元的科技
物资，其中包括在英山县孔坊乡实施饮用水安全工程，5000 多个农户用上达标的饮
用水 ；联系广东、安徽企业向井冈山捐赠太阳能节能路灯 130 盏，价值 70 万元，在
相对贫困的鹅岭乡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文水核心区进行照明设施 LED 改造，开展半
导体照明示范，改善贫困村居民生活条件 ；为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景区联系捐献了
LED 大屏幕，价值近 100 万元，提升了茅坪景区旅游服务形象和品质 ；积极联系 301
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向永新县基层卫生院捐赠 2 套价值 30 余万的远程医疗设备，极大
地改善了基层医疗条件 ；向魏县捐赠近 4000 册书籍，并联系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向
永新县捐赠了 6 个书屋、2 万余册精美少儿读物，65 名志愿者为近 600 名学生开设了
980 余堂丰富多彩的课程，以及邀请乡村老师到北京、浙江培训学习 ；联系中国华夏
文化遗产基金会向永新县捐赠 670 多册《中华遗产》、《国家地理》等精品杂志 ；联系
长城公司向永新县三湾学校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电脑教室，包括 20 套台式电脑、1
台笔记本以及整套资源系统 ；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向佳县捐赠 110 台二手电脑。通过联
系社会各方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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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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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了民生事业建设。

（二）火炬计划
2013 年 , 国家火炬计划坚持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调节，以构建高新技术产业
化为工作目标，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体系完善和能力提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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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总立项数 1768 项，其中面上项目 1695 项（产业化
示范项目 1509 项，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186 项），重大项目 23 个，子项目 73 项（其
中，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大项目 22 个，子项目 67 项 ；科技服务体系重大项目 1 个，子
项目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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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按技术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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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费安排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安排经费 2.0735 亿元 , 其中面上项目的产
业化环境建设支持 1.0735 亿元，重大项目 1 亿元（创新型产业集群项目 5000 万元，
科技服务体系项目 5000 万元）。

6/7&

4/7&

35/2&

7/6& 3/8&
3/:&
4/5&

2:/4&

35/2&

3/1&

6/9&

ߛႎरຍظᄽޜခዐ႐!

ā2461ྤᇮ

ॲׂᄽए!ں

!

ā!661ྤᇮ

༬ׂᄽए!ں

!

ā!711ྤᇮ

ٷბरᇴ!

!

!ā811ྤᇮ

ิׂ૰ٝዐ႐! !

ā5111ྤᇮ

रຍገᅎऐࠓ!

ā2311ྤᇮ

रޜခ༹ဣ!

!

ā6111ྤᇮ

ࡔॆߛႎरຍׂᄽਸ݀൶! ā2271ྤᇮ
ഄ!

图 7-2-5

!

रظႎएںĂࡔाࣅ݀ቛ
ऐࠓतरূබޜခऐࠓ! ā!536ྤᇮ
ظႎ႙ׂᄽणඖ! !
ā6111ྤᇮ

!

!

ā!861ྤᇮ

2013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资金按领域分布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125

年 度 报 告 2014

29/5&

۫ևں൶āā22351ྤ
ዐևں൶āā!6786ྤ
ဇևں൶āā!4931ྤ

38/5&

图 7-2-6

65/3&

2013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资金按地区分布

3. 监理验收
完成 2011 年以前立项的 524 个项目的验收，涉及中央财政资金 3.0332 亿元。经
审核，符合《通知》要求，验收“合格”的项目共 512 项，合格率达 97.7%。
主要工作及成效
（1）组织开展火炬计划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开展国家火炬计划实施 25 年调研工作，组织召开纪念国家火炬计划实施 25 周年
座谈会，全面总结和宣传火炬计划 25 年的经验与成就，全面推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及其环境建设工作。

国家火炬计划实施 25 周年座谈会

（2）着力提升国家高新区科学发展水平
组织实施“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行动”，全面部署国家高新区新时期建
设与发展任务 ；加强国家高新区分类管理和指导，组织召开“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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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作座谈会”，落实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和任务 ；对 22 家建设创新型科
技园区的高新区进行中期评估 ；完成烟台等 7 家高新区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方案
的论证和复函 ；加大对新升级高新区的指导和培育，组织专家分赴石河子、鄂尔多
斯、抚州等 10 家省级高新区进行实地调研论证 ；国务院先后批准吉林通化医药高新
区、辽宁阜新高新区、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山高新区、福建漳州高新区等 9 家高新区升
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高新区由原来的 105 家增至 114 家 ；组织召开国
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联席会等会议，开展国家高新区产
城融合发展等专题调研，加强高新区间的互动与交流 ；研究修订国家高新区评价指
标体系，完成 2012 年度国家高新区考核评价和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2013 年，
105 家国家高新区总收入达到 19.5 万亿元，平均同比增长约 18%。
（3）加快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
通过深入调研，确立先培育后试点的推进模式，从首批 41 家培育的单位中遴选
出 10 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由科技部发文认定。截至 2013 年 11 月，从新申报的
70 多个集群单位中，遴选出 29 家作为 2013 年培育单位，形成 10 家试点、61 家培育
的集群建设队伍 ；开展集群理论与实践调研，牵头完成《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对于促
进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研究》；集成国家科技政策对集群产业发展的引导，加大火炬计
划、创新基金对产业集群的支持，探索国家主体科技计划与集群产业发展的对接模式。
（4）加强火炬计划产业基地管理
今年新认定 5 家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和 2 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两类
基地的总数分别达到 319 家和 41 家 ；组织开展第三批 54 家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复核，通过率达到 87% ；印发《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研究发展报告》；
推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的落实工作。目前，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共有 1227 家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被批准备案。
（5）继续做好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
完成了 2012 年全国 2281 家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统计工作并形成了统计报告，其中
重点完成了 256 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参与了其中绩效评
价为 E 类的 21 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整改工作和专业培训。指导并协助生产
力促进中心协会开展了工业设计、工业分包、科技金融、技术服务、新农村建设和行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127

年 度 报 告 2014

业中心业务联盟的培训工作及中国无锡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组织工作。
（6）积极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
深入组织实施国家大学科技园“三促进”行动，组织召开了洛阳、广元、襄阳、
太仓等地方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专场对接会，共筛选出超过 1600 项可产业化项目，整
理出超过 700 项企业技术需求，签订近 20 项合作协议 ；指导无锡物联网大学科技园、
南通大学科技园等省级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积极推动大学科技园联盟的建设和发展。
启动第十批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工作 ；开展 2013 年国家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认
定工作 ；开展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及政策完善的调研，与财政、税
务等部门加强沟通，将国家大学科技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延期至 2015 年底。
（7）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取得新进展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政策研究，促使国家级孵化器税收减免政策延长到 2015 年 ；
会同致公党中央开展留学人员创业园孵化服务体系建设调研，调研报告得到刘延东副
总理的批示 ；建立创业苗圃，鼓励大学生开展创业见习实习，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促
进就业 ；完善创业孵化体系，在全国确定 11 家孵化链条建设示范单位 ；加强科技企
业孵化器培训体系，完善创业导师队伍，提升孵化器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 ；推动孵化
器国际化工作，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 ；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营造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

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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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化主体培育
牵头负责贯彻落实中发６号文任务分工中第五项任务，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进一步研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落实相关优惠政策 ；完成中关村科技文化
融合涉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文化产业支撑技术领域编制工作，发布《关于延长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试点工作期限的通知》；组织全国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检查，继续强化监督检查与备案管理。截至 2013 年 11 月，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复审通过 1241 家企业，新认定通过 2999 家企业，评选 626 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
（9）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加强技术市场和技术转移工作。探索新时期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化路径，开展全
国技术转移一体化格局顶层设计和实施 ；组织开展前四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
调查，组织第五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申报 ；开展了中国与欧盟技术转移论坛，
参与筹建成立国家（杨凌）农业技术转移中心 ；发布《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 增加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相关内容 ；组织首届中国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创新服务展区 ；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和统计，完善中国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
开发完成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系统。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7469 亿元，年
增长 16%。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深入实施“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联合北京市
政府推进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建设，印发《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国家技
术转移集聚区的意见》；分期分批开展建设单位规划完善，批复 13 家单位成为正式试
点 ；充分发挥部省会商机制、领导小组等现有工作机制，对科技服务体系试点地区进
行个性化指导，形成火炬中心业务指导、高新区具体执行、咨询机构综合服务三级联
动机制，引导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纽带。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组织承办国内外多项相关会展 ；承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二十年成就展北戴河及乌鲁木齐巡回展、2013 中国（绵阳）科技城科技博览
会和中国科技创新产品及技术（肯尼亚）展览会等会展活动，进一步推广和宣传高新
技术产业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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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完成 2013 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项目评审，中央财政
安排 10 亿元 , 其中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 2 亿元 ；阶段参股 8 亿元，累计募集资金规
模 46.8 亿元 ；完成 5 家引导基金阶段参股项目的资金退出收缴工作，5 家阶段参股创
投机构累计募集资金 9.5 亿元，累计投资企业 39 家，投资金额近 5.2 亿元 ；继续开展
申请引导基金的创投机构条件审查，目前累计获得申报资格的创投机构达到 520 家 ；
推动国家高新区搭建科技金融创新服务平台，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共同草拟《共同推动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体
系合作备忘录》，与招商银行签定促进科技金融创新合作备忘录，合作实施“千鹰展
翼”计划，开展中小企业专项营销活动，对火炬计划和创新基金立项企业进行配套服
务，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努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国际科技园协会
（IASP) 等国际平台，扩大中国高新区的国际影响力 ；参与举办“建设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国际会议”和“中关村论坛”；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开展国际合作，组织武汉
高新区、温州高新区对接英国激光技术，举办中韩产业集群创新合作交流研讨会，促
成 3 家集群与法国、瑞典等中欧集群达成合作意向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发展，
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有效平台 ；继续加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 , 召开战
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形势分析会 ；加强国际化工作体系建设，提升国际化服务能
力 ；积极争取国际和国内资源，获得欧盟项目经费 4.8 万欧元，科技部国际合作经费
24.2 万元。
加强重点工作宣传与人才培训。组织“创业人才创新管理培训班”、“国家级孵
化器主任培训班”和“国家高新区科技局局长培训班”三个培训班 ；做好国家“千
人计划”第十批创业人才评审，2013 年共申报“千人计划”创业人才 635 人，其中
502 人通过初审进入专家评审环节，98 人已面向社会公示 ；加大与地方人才工作的
结合，与嘉兴市人民政府、张家港市人才办分别开展科技人才促进地方产业经济课
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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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1

潍坊半导体发光创新型产业集群

潍坊半导体发光产业集群列入科技部试点以来，按照集群建设规划思路，加强组织
领导。在国家、省、潍坊市三级联动成立潍坊市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基
础上，潍坊市成立工作推进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强化政策扶持。在创新资源方面，帮
助重点企业参与标准制定，鼓励企业积极创建工程中心、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研发
载体。在政策推动方面，实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优惠政策，
鼓励各类主体投资半导体发光产业项目。
组织推进方面，围绕“创业苗圃 + 孵化器 + 加速器 + 产业园区”的架构，先后建成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高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光电特色产业基地，以浪潮华光
光电、歌尔光电、中微光电等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经验的优势企业为龙头，聚集了潍坊
市 90% 的半导体发光企业及研发机构和半导体发光科技企业 130 余家，带动半导体发
光产业快速发展。2012 年，潍坊市半导体发光产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23.6 亿
元，同比增长 80.2%。2013 年上半年产业集群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主要指标
均实现 20% 以上的增幅。目前，潍坊在外延炉、LD、LED 衬底材料、外延、芯片、封
装、应用产品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2013 年集群企业承担了 4 项火炬计划，5 项国家
863 计划。
在未来 3 年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期内，潍坊市半导体发光产业集群将着力加强
集群品牌的建设和推广，提升集群整体的品牌价值，形成品牌吸引力，打造“光城市”
文化，力争到 2016 年，建设成为全球知名的光环境体验城。

专栏 7-2-2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火炬计划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2013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环境
建设项目——丰台园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及服务平台建设（2013GH510079）的实施。通
过丰台园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及服务平台建设与实施，为打造丰台科技园的创新高地，促
进高端人才和产业的集聚，推动孵化器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好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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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项目既定任务目标，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申请财政经费
50 万元，拓展创新创业服务模式，实现举办“海归沙龙”、知识产权托管、创业导师与
种子企业对接活动 5 次 ；举办“智汇星期五”系列服务活动 10 次。项目实施阶段性成
果注意包括两方面 ：
1. 提升专业孵化能力，开展创新孵化服务
创新孵化模式，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同时，提升孵化器专业增值服务。聘请创业导师，
开展专业培训，举办“海归沙龙”，落实丰台园孵化器《种子企业管理办法》，加大种子
企业培育。为企业融资贷款、知识产权托管、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等搭建平台。
2. 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
在现有网络信息平台基础上，加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开发孵化器协同办
公管理系统，为在孵企业提供更及时、便捷的科技动态信息，提高服务效率。与华寅会
计师事务所、北京中强智尚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专业中介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给予
种子企业创业辅导、知识产权专项补贴、财务管理等服务，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专栏 7-2-3

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建设

2011 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启动实施《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试行）》，
面向国家高新区等重点产业发展区域开展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中关村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全国 25 家首批建设单位之一参加试点，并通过开展国家技术转移
集聚区建设来完善区域创新服务体系、提升区域创新活力和影响力，重点以技术转移服
务业为牵引做大做强科技服务新业态。2013 年，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建设工作纳入了科
技部与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会商议题，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同年 9 月，科技部与北京市
在京召开部市共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工作会议，并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中国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揭牌。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 820 万元，支持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
建设（一期）。在国家火炬计划的引导带动下，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为全国创新服务体系
的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是加强载体建设。完成以“鼎好大厦”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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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实现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
中心、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AITIA）、国际半导体照明联盟（ISA）等 52 家以技术
转移为核心业务的服务机构集聚。同时以中国技术交易大厦为核心开展中国国家高新区
区域合作中心建设方案编制工作。二是提高服务能力。以国际知名入驻机构为抓手，拓
展国际合作渠道，与美国、德国、英国、芬兰、瑞典、新加坡、日本、新西兰以及香港、
台湾等全球创新活跃地区的大学、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技术转移公司等已经建立了合
作关系。截至 2013 年底，共挖掘技术信息 1600 多条，服务企业 2000 多家，促成了
20 多个项目落地北京。三是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技术转移新模式，组织高端国际活
动，促进项目落地，为其他入驻机构提供一种国际技术转移模式。四是辐射带动引领。
组织和举办国际技术转移高端研讨会、技术转移活动等 60 多场，已成为中关村创新发展
的一张新名片。
此外，本项目还正在开展以技术价值分析系统、技术交易自动撮合系统、技术交易
信息实时披露系统、技术交易动态报价系统、技术交易结算系统等为核心的中国网上技
术市场平台，和以信息披露、集成创新和融资交易三大核心系统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与融
资交易平台等建设工作，实现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从空间集聚到功能集聚的转段。力争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引领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高端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中关
村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三）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按照《科技规划纲要》和国家科技计划工作总体部署，2013 年国家重点新产品
计划（简称新产品计划）重点围绕国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节能减排工
作，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成为技术
创新主体，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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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安排
2013 年度新产品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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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 项，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147 项。根据推荐渠道，其中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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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 项，
占受理项目总数的 88.6% ；国务院 24 个直属部门推荐项目 211 项，占受理项目总数
的 11.4%。
经技术评审和综合审议，共认定 2013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 1367 项，其中重点新产
品 1334 项，战略性创新产品 33 项。1367 项立项项目中，地方科技厅（委、局）推
荐项目立项 1217 项，占立项项目总数 89.0%，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30 项 ；国务院有
关部门科技司（局）推荐项目立项 150 项 , 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 3 项。2013 年共支持
经费 18710 万元，其中战略性创新产品获得经费支持 29 项 , 平均支持 200 万元 / 项 ；
重点新产品获得经费支持 301 项，平均支持 42.9 万元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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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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计划在 2013 年度继续加强对战略性创新产品的支持，培育了一批能够代
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标志性产品和创新型企业，33 项战略性创新产品均拥有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其中有 29 项为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占比 87.9%。新产品计划通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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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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立项的战略性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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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企业自行开发技术 28 项，占比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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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共实现销售额 3889.6 亿元，出口创汇
404.5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1428.1 亿元，上缴增值税 234.6 亿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
产品的美誉度得到不断提升。2013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中由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产品
比例达到 78.0%，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知名产品，推动
了产品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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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情况方面看，立项项目中有 920 项获得了发明专利授权，占
项目总数 67.3%，较 2012 年占比（57.2%）提高了 10.1% ；有 985 项获得了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占项目总数 72.1% ；有 247 项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占项目总数
18.1% ；有 294 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占项目总数 21.5% ；有 11 项获得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证，占项目总数 0.8%。获得国家级奖励项目 101 项，占项目总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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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3 年新产品计划 1367 项中有 167 项来自于国家计划、部门计划和省市计划，
占项目总数 12.2% ；企业自行开发技术 929 项，占项目总数 68.0%。2013 年，累计研
发投入 219.84 亿元，至批产时总投入 511.41 亿元。
新产品计划项目从产品研发就将技术纳入标准。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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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项，占项目总数 11.4% ；采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1175 项，占项目总数 86.0%。

（四）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2013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按照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全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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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大会和中央 6 号文件精神，面向“四化同步”发展、“五位一体”建设，围绕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动员各方面优势力量，深入开展研
究，着力为决策提供研究参考和智力支持，深化与部门和地方的联合，抓好“创新圆
桌会议”等研究机制的建设，大力推进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成果的扩散应用，不断加
强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制度建设，持续提高国家软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成效显著。

1. 项目与经费安排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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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项，经形式审查、选题评审、会议答辩、复审等环节，
选定 198 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经费资助项目，16 项经费自筹项目，落实财政经费
2500 万元，平均支持强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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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项，落实经费 5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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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立项类型分布

2013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了“世界主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路
径与特征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研究”、“国家科技政策的咨询
体系研究”、“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政策研究”、“创新驱动发展国际比较研
究”、“政府财政投入的科研院所综合绩效评价研究”、“新科技革命与全球产业变革对
我国的影响研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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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2

2013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2. 主要工作与成效
（1）围绕战略需求，聚焦重大问题，形成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围绕科技改革和
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问题，着重选择了一批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课题，汇
聚各方面优势力量，深入开展研究，形成一批专题调研报告，如“农业科技投入与转
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若干建
议”、“全球化背景下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等，着力凝练重大观点和政策建
议，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2）关注地方发展，加强部门合作，多层次发挥决策支撑作用。与各地、各有关
部门合作开展重大问题研究，是近年来国家软科学计划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实践证
明，这是有效集成部门和地方资源、动员各方面优势力量、突破各地各有关部门重点
关注的战略问题、推动研究成果直接服务和支撑决策的有效形式。例如，“创新型企
业成长模式与培育机制研究——以河北省创新型企业为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科技支撑能力与战略研究”、“我国工业节能减排若干重大
问题研究”、“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战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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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成果管理，促进软科学研究成果的筛选应用。2013 年，国家软科学计
划受理项目结题 64 项，提交了 200 余篇调研报告，出版项目共出版著作 9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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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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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制约因素和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服务外包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研究”等报告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
（4）继续以“创新圆桌会议”为平台，提升软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和广泛性。国家
软科学计划积极鼓励和促进更多高水平的研究者参与软科学研究，积极探索开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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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研究的新形式、新途径。从 2010 年开始每年组织举办 4 场“创新圆桌会议”
，以
科技创新前沿发展态势和创新政策走向为主题、展开自由、平等、开放的交流。2013
年召开 4 次创新圆桌会议，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就“创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
“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与面临的问题”
、
“中国智库 ：机遇与挑战”
、
“如何加快区域创
新”等重大议题研讨，会议成果定期在《科技日报》上发表，扩大影响、传播成果。
（5）积极引导科技咨询服务业发展。在服务决策的同时，发挥软科学研究的作
用，引导科技咨询服务业的发展，为发展壮大科技服务业作出贡献。一是开展智库发
展战略和政策研究 ；二是在软科学计划中适当加大力度支持研究水平高、非政府、有
市场化能力的研究机构 ；三是结合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工作对科技咨询服务业的发展
进行分析研究。

专栏 7-4-1

创新圆桌会议

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与有关部门从 2010 年开始举办“创新圆桌会议”，以科
技创新前沿发展态势和创新政策走向为主题，展开自由、平等、开放的交流。会
议原则上按季度组织，每次围绕一个重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邀请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深入思考，服务决策、凝聚共识。
2013 年，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会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重点围
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召开一系列创新圆桌会议。2013 年 5 月，以“创
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探讨在科研管理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创新管理，
如何推进管理创新，如何以规划、标准、政策、评估等工具，寻求提供公共科技
创新服务的更好方法 ；2013 年 7 月，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与面临的问
题”为主题，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研讨了实施创
新驱动的战略路径 ；2013 年 11 月，以“如何加快区域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在地方落到实处”为主题，探讨创新驱动在地方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地
方科技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以及国家层面如何支持区域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等问题。会议邀请来自科技部、国务院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
企业的各方代表，从不同的视角发表见解，深入研讨，形成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和
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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