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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实施重大专项是我国着眼长远发展，推动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

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统一领导下，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全力以赴、履职尽责，加强协调

和统筹部署，各专项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单位以及各有关方面精心组织，认真落实

“十一五”重点攻关任务，全面推进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

（一）主要开展的工作

1. 积极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点任务

2009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部署要求，科技部

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中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

快重大专项实施的主要措施，本着“总量不变、调整重点、加快实施”的原则，调整

并加快实施一批产业需求迫切、研究基础好、有望快速实现产业化的创新项目，并取

得一批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系统部署“十一五”重大任务

各专项结合科技、产业、人才、资金、设施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采取公开招标

或专家评审论证等方式，于 2008 年对最紧迫、最急需、最关键的重点任务进行了部

署和安排；2009 年，重大专项着眼于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在

电子与信息、生物与医药、能源与环保、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进行了系统部署。截至

2009 年底，重大专项共启动实施 2500 多个项目 / 课题，已安排中央财政经费 300 多

亿元，基本完成了“十一五”攻关任务的部署。这些重大任务的部署实施，将进一步

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全面提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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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心竞争力提供科技支撑。

3．着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不断探索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统筹协

调、责任落实、产学研用结合、监督评估等方面逐步形成了重大专项实施的新机制，

体现了“重、大、专”特点。一是建立了统筹协调机制。科技部牵头，会同发展改革

委和财政部，强化了重大专项综合协调、整体设计、协同推进。二是强化了责任落实

机制。明确了各专项第一行政责任人和专职技术责任人，进一步健全了行政和技术两

条线的组织管理体系。三是深化了产学研用结合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

调产业化和工程类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大飞机、大型核电站、油气开发 3 个专项依

托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实施，数控机床、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等 4 个

专项 2/3 以上的课题由企业牵头；结合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实施，以创建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为抓手，推动产学研用深度结合。四是探索完善了监督评估机制。2009 年，

科技部牵头组织督查调研专家组分别对 9 个专项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监督检

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制定和落实各种创新人才激励政策，重大专项吸引了一大批国内活跃在科研

和生产一线的最优秀人才，凝聚了我国一流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创新型企业的核

心团队。各专项通过“千人计划”引进了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拓展了专

项实施的全球视野。截至 2009 年底，已引进海外高端人才 45 人列入“千人计划”项

目。重大专项已成为凝聚、锻炼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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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实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大专项工作制度，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

2008 年颁布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管理暂行规定》，细化了职责和工作流程；2009 年，

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研究出台了《民口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

办法创新了经费核定模式，改进了财政支持方式，特别是建立了间接费用补偿机制和

人员激励机制。目前，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已

研究起草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财政部牵头正在

研究制定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这些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将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推动重大专项又好又快实施。

（二）项目（课题）立项情况

从承担机构情况来看，在 2500 多个课题中，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牵头的项目

（课题）数分别占 35%、30%、24%，其他机构占 11%。

从区域情况来看，中央财政经费投入比例分别为东部地区 81%、西部开发地区

8%、东北老工业基地 5%、中部地区 6%。

从行业情况来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的 39.3% 将投向电子与信息领

域的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等 3 个专项，31.3% 投向生物与医药领域

的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转基因等 3 个专项，23% 投向能源与环保领域的大型核

电站、油气开发和水污染治理等 3 个专项，6.4% 投向先进制造领域的大飞机、数控

机床 2 个专项。

（三）主要成效

1. 围绕应对金融危机，加快重大装备和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在“扩

内需、保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型核电站专项在 AP1000 蒸汽发生器大锻件、主管道和钢质安全壳容器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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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研制上取得突破，中国一重和宝山钢铁等通过承担专项相关任务，提升了科技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数控机床专项研制的数控重型桥式龙门五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已进入用户现场装配，高速 / 精密数控机床及车削中心等产品的研制，以及在汽车、

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的推广应用，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拉动了上下游

产业发展。集成电路装备专项已有若干设备进入整机组装阶段，将陆续交付用户进行

考核验证，使我国集成电路装备初步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油气开发专项研制的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地震仪 2000 道样机等部分重大装备进入试制与组装阶段，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这些重大装备和产品的研制对国内制造业

和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带动和辐射作用。

大型地震仪 2000 道样机研制成功

专栏 2-1　关键封测设备、材料应用工程项目取得可喜成绩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关键封测设备、材料应用工程”项目引入竞争机制，要求同一

种设备或材料挑选两家以上课题单位承担，分别递交给验证单位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分

别予以验证与评价，通过竞争机制提高课题承担单位研发水平，从而提升本项目的成功

率和质量。同时，验证单位与课题单位充分进行技术交流，帮助课题承担单位研发适销

对路设备和材料，为课题成功实施提供有利条件。

在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下，该项目在 2009 年度取得了可喜成绩，部分课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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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计划完成了设备、材料的研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如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承担的“高速自动电镀线”课题，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QFN 高

密度蚀刻引线框架的研发及产业化”课题等，对于创新成果的共享与产业化，打破封测

行业国外设备、材料的垄断，提升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创新水

平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项目顺利开展的基础上，联合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其余八个项目的制造、科

研、开发、教学等单位，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组建“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技术创新联

盟”。该联盟的成立，将有效促进集成电路装备专项与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互动和结合，

对于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我国封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学研各

方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整合资源、建立技术平台、联合培养

人才，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围绕保障人口健康，加强创新平台和技术体系建设，极大提升了

我国传染病防控和应急能力，为改善民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传染病防治专项的实施，加强了传染病防控网络建设，提升了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监测能力，在甲型 H1N1 流感等重大疾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传

染病防控创新平台，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疫情 72 小时内，成功建立甲型 H1N1 流感

病毒核酸检测方法，实现了甲型 H1N1 流感快速诊断；在不降标准、不减程序的前

提下，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开发了甲型 H1N1 疫苗并实现规模生产和大面积接种；新

型抗病毒药物帕拉米韦被作为治疗甲型 H1N1 流感的国家储备药物。新药创制专项

支持研发的血脂康、复方丹参滴丸等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已获准在

欧美等国家开展临床试验。

专栏 2-2　转基因抗虫杂交棉育种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采用基因工程技术与常规杂种优势利用育种技术

相结合，成功设计了融合抗棉铃虫基因及其高效表达载体，构建了抗虫棉花保持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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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和强恢复系，实现了抗虫棉花三系配套。选育出的棉花新品种比常规抗虫棉增产

25% 以上，比常规杂交棉制种产量提高 20%、制种效率提高 50%、成本降低 60% 以

上，纯度可达 100%，是抗虫杂交棉育种上的又一重大突破。成果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已获中国专利证书、国家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国家品种审定证书、国家品种保护权

证书、生产许可证书、经营许可证书等，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大规模应用条件已经成

熟。成果的产业化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应用三系抗虫棉大幅度提高棉花产量的国

家。

 

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高产转基因三系抗虫棉并开始生产应用

3.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取得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在“调结

构、上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飞机专项 C919 大型客机基本总体方案已通过国家评审，国产材料研制、关键

技术攻关等已取得新突破，机头工程样机主体结构已研制完成并用于功能性试验。核

高基专项支持研制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已应用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

一号”；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TD － SCDMA 的基础上，研究开发

了 TD-LTE 技术，形成了 4G（TD-LTE-Advanced）技术标准提案，并已成为国际电

信联盟（ITU）确定的国际候选技术标准之一，增强了我国在 4G 国际标准中的话语

权，将有力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水污染治理专项突破了化工、制药等行业污

染物减排多项关键技术，研发了节能高效污泥脱水机等一批污水深度处理设备，推动

了新型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十一五”减排目标的实现。通过转基因专项的进一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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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快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和产业化步伐，市场占有率已达 93％ ；转植酸酶

基因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将进入品种试验阶段，使我国

生物育种产业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重大专项的实施，引领和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专栏 2-3　我国 4G 提案已入围国际候选标准

为 保 证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的 TD-SCDMA 的 长 期 可 持 续 发 展， 我 国 研 究 提 出 了

TDSCDMA 后续演进技术 TD-LTE，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主导推动其成为了国际标

准。在此基础上，宽带移动通信专项继续组织国内产学研用各方面的力量，依托之前成

立的 4G 标准推进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4G 技术方案征集和分析评估工作。经过两年

多的攻关，最终在 TD-LTE 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 4G 标准提案（TD-LTEAdvanced）。

该标准提案充分吸纳了 TD 的核心技术元素，体现了我国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中

的最新创新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在各方的努

力推动下，我国的 4G 标准提案于 2009 年 10 月在德国举行的 ITU 会议中被确定成为

国际 4G 候选技术标准之一。

注：各专项全称与简称对照

1.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与基础软件产品重大专项，简称“核高基”专项。

2.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简称“集成电路装备”专项。

3.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简称“宽带移动通信”专项。

4.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简称“数控机床”专项。

5.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专项，简称“油气开发”专项。

6. 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简称“大型核电站”专项。

7.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简称“水污染治理”专项。

8.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简称“转基因”专项。

9.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简称“新药创制”专项。

10.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简称“传染病防治”专项。

11. 大型飞机重大专项，简称“大飞机”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