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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概况

一、2009 年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概况

（一）计划实施

1. 项目安排

2009 年，国家科技计划共安排项目（课题）11702 项，其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

目（课题）2500 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 计划”）项目 344 项，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建设项目 553 项，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 8305 项。

表 1-1-1　2009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项目安排情况             单位：项

合计
863 计划 * 科技支撑计划 973 计划

344 110 111 123

注： * 包括新立项 42 项重点项目，累计启动 38 项专题和 30 项重大项目。

2009年，国家科技计划围绕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特别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

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的各项任务，积极调整部署，加强关键领域的核心

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加强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持  

续创新能力提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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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2009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项目安排情况 单位：个（项）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专项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

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 ****

在建 32 218 196

71新建 36

合计 32 218 232

注：* 为滚动安排的在研项目；** 为 6 个试点国家实验室和 21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截至 2009 年底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数；**** 为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含创新方法工作）项目数。

表 1-1-3　2009 年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安排情况 单位：项

合计 星火
计划

火炬
计划

国家重
点新产
品计划

国家软
科学研
究计划

国际科
技合作
计划

农业科
技成果
转化资

金

科技型
中小企
业技术
创新基

金

科技富
民强县
专项行
动计划

科研
院所
技术
开发
专项

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

堆（ITER）
计划专项 *

8305 454 131 337 219 292 554 5855 189 265 9

注：*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专项为国内研究项目数。

2. 资金投入

2009 年，国家科技计划中央财政拨款 217.91 亿元。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

973 计划中央财政拨款 127.15 亿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中央财政拨款 31.91 亿元，

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中央财政拨款 58.85 亿元。

表 1-1-4　2009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863 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 973 计划

127.15 51.15 5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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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2009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专项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

31.91 0.21 29.17 1.03 1.5

表 1-1-6　2009 年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星火
计划

火炬
计划 *

国家
重点

新产品
计划 **

国家软
科学研
究计划

国际科
技合作
计划

农业科
技成果
转化
资金

科技型
中小企
业技术
创新
基金

科技富
民强县
专项行
动计划

科研院
所技术
开发
专项

国际热
核聚变
实验堆

（ITER）
计划
专项

58.85 2.19 2.28 2 0.27 4.67 4 34.84 3 2.5 3.1

注：* 含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经费 1.19 亿元；** 全部为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经费。

3. 人员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参与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实施的科研人员

约 33 万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12.06 万人，约占 36.5%。

表 1-1-7　2009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投入人员结构 单位：万人

合计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人员

863 计划 10.93 3.70 2.46 1.14 3.63 

科技支撑计划 15.85 6.39 4.11 2.04 3.31 

973 计划 6.22 1.97 0.96 0.45 2.84 

合计 33.00 12.06 7.53 3.63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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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成效

2009 年，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专著 61441 

万字，是上年的 1.4 倍；发表论文 118465 篇，比上年增长 21.1%，其中发表国际

论文 46878 篇，占当年发表论文总数的 39.6% ；共申请专利 25881 项，比上年增长

26.2%，其中申请发明专利达到 20741 项，占申请专利数的 80.1% ；获得授权专利

8341 项，比上年增长 46.3%，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5807 项，占专利授权数的 69.6% ；

已制定技术标准 3851 项，正在制定技术标准 4456 项。2009 年，科技计划承担单位

的经济效益状况良好。

表 1-3-1　2009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发表论文和专利等情况

出版
专著

（万字）

发表
论文

（篇）

申请
专利

（项）

授权
专利

（项）

制定技术标准（项）

国内 国际
发明
专利

发明
专利

已完成 正在制定

863 计划 18321 43337 25125 18212 12849 10709 3763 2643 712 1090

科技支撑计划 33371 36472 29804 6668 9040 6208 3101 1771 3073 3279

973 计划 9749 38656 16658 21998 3992 3824 1477 1393 66 87

合计 61441 118465 71587 46878 25881 20741 8341 5807 3851 4456

表 1-3-2　2009 年科技支撑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承担单位的经济效益       单位：亿元

新增产值 净利润 缴税 出口额（亿美元）

科技支撑计划 379.76 44.44 24.15 11.65 

火炬计划 3678.18 382.55 240.09 90.90 

星火计划 312.62 63.85 17.32 7.29 

合计 4370.56 490.84 281.56 1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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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2009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培养研究生情况 单位：万人

合计
博士 硕士

863 计划 2.19 0.69 1.50 

科技支撑计划 1.90 0.51 1.39 

973 计划 1.58 0.70 0.88 

合计 5.67 1.90 3.77 

1.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初步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工作，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规

划纲要》确定的 16 个重大专项已全面启动实施。2009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积极落

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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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探索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出台

《民口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管理制度。通过各方面努力，重大专项组织实

施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重大专项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2009 年，重大专项加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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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壳容器等重大部件研制上取得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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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了高速 / 精密数控机床及车削中心等产品

并在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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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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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专项的实施，引领和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

发展方式转变。传染病防治专项的实施，加强了传染病防控网络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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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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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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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制、关键技术攻关等取得新突破，研制完成机头工程样机主体结构并用于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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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治理专项研发了节能高效

污泥脱水机等一批污水深度处理设备。在转基因专项支持下，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推广

和产业化步伐加快，市场占有率已达 93％，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获

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2. 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2009 年，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

水平的重大成果。

在信息领域，发展了一种利用纳米复合材料激发态能量转移同时实现超快速时间

响应和表面等离激元共振增强非线性光学效应的新方法，推动了全光开关等介观光子

学器件的研究；在基于互联网的可视媒体交互融合方面，提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图像

合成技术“Sketch2photo”，可以将用户输入的带文字标签的手绘草图转换成具有真实

感的合成图像，成果被法国的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组织 Netexplorateur 评选为 2009 年

度全球互联网数字媒体领域十个年度奖之一。

在资源环境领域，发现了物种间协同进化及其互利合作系统稳定性维持机制；通

过详细的野外考察，对地震次生灾害分布规律、灾害评估、灾害治理方法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

在农业和人口健康领域，第一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对家蚕起源进化关系进行了探

究，标志着家蚕已成为走完基因组学研究三部曲的少数代表物种之一，对发现、研究

和应用家蚕重要基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现迁移成纤维细胞头部存在着大量微小而

短暂的钙信号事件，即“钙闪烁”现象，并进一步提出“钙闪烁引导细胞迁移”的新

观点。

在材料领域，高温超导体物性和超导机理研究取得系列重要进展，深紫外非线性

光学晶体研究方面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在材料和器件的实际应用上取得突破；突破

了高氮不锈钢生产必须采用特种冶金手段的禁区，实现了常压下工业生产高氮奥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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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氮含量达到 0.645％）；成功利用 2006 年生长的超晶格结构材料研制出频率

3THz（波长 100μm）的量子级联激光器，工作温度达到 65K （占空比 10%），标志着

我国太赫兹技术研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在综合交叉领域、重要科学前沿领域、发育与生殖研究方面都取得一系

列重要进展。建立了导航星座与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的“一步法”方法，利用星载 GPS

观测数据作为 GPS 卫星精密定轨的一个重要数据源，明显改善了 GPS 卫星的定轨精

度；发现在体外培养的海马神经元里存在胞浆屏障，对蛋白的自由扩散和主动运输均

有选择性阻碍作用的新颖机制，为研究神经元蛋白的极性分布提供了崭新的角度。在

高温超导体母体欠掺杂区费米面形状研究方面，成功建立了目前国内唯一可以同时操

控电子和核自旋的实验平台，并第一次在真实固态体系中开展独立实验，实现了最优

动力学解耦方案，是国际上首次通过固态体系实验实现最优动力学解耦；在 ips（诱

导多功能干细胞）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证实了 ips 细胞的全能性，并被美国《时代

周刊》评选为 2009 年十大医学突破，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完全由 ips 细胞制备的活

体小鼠。

3. 高新技术领域取得全面进展

在信息技术领域，研制成功我国首台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天河一号”，

是我国战略高技术和大型基础科研装备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创新成果，使我国成为继

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完成了两台百万亿次高

效能计算机曙光 5000A 和联想深腾 7000 的部署，中国国家网格已形成 380 万亿次的

聚合计算能力和 2200TB 的存储能力；基于软件无线电技术（SDR）研发成功国内首

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L 波段综合信关站、移动通信终端、空中接口信令系统和网

络管理系统等成套设备和产品，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还为卫星移动通信产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新药创制能力大幅提升，多种创新品种研究有所突破，

自主研发的抗流感新药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有效提高了我国应对甲型 H1N1 流感

的防控能力；疫苗研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共研究开发 40 种重大或常见疾病的疫苗；

生物芯片快速崛起，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九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是

世界上首款获得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用于临床诊断的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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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发酵新工艺、酱油发酵生产工艺等有效地降低了能耗和水耗；“构建人类泛基

因组序列图谱”论文反映出我国基因组学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并入选“2009 年国内

十大科技新闻”。

在新材料技术领域，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对位芳纶工程化技术，建成连续

运转的百吨级对位芳纶生产线；掌握了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一回路主管道的生产

技术，并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解决了 C-RAM 芯片研制所必需的芯片设计、单项工

艺及其集成、芯片封装和芯片测试等关键技术；100lm/W 功率型白光 LED 制造技术

产业化关键技术取得较大突破，并广泛示范应用，预计到 2010 年底将带动产业规模

超过 1000 亿元。

在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完成了 Φ11.22 米泥水平衡盾构机的研制，实现了国产大

直径泥水平衡盾构的突破；“便携式分子诊断生化检测仪”打破了同类产品大量依赖

进口的局面；研制出迄今世界最大、拥有原创性核心关键技术的大型钛合金构件激光

快速成形工程化成套装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汇童”系列仿人机器人，首次实现

无外界电缆独立行走，使我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仿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投入实际应用

的第二个国家。

在先进能源技术领域，我国首座自主开发设计、制造的 IGCC 示范电站于 2009

年 7 月开工建设；中国实验快堆工程开始堆本体充纳，标志着工程建设转入热调试

阶段；完成了 MW 级聚光光伏电站的设计，自主研制成功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250kw 和 500kw 级别的并网光伏电站逆变器。

在资源环境技术领域，成功试制了首盘 7600 米连续管，解决了连续管技术与装

备长期依赖进口、关键技术被封锁的重大难题；成功研制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轴航磁梯度勘查系统，部分技术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海洋技术领域，成功完成载人潜水器 1000 米海上试验，成为继美国、俄罗斯、

日本和法国之后第五个具备 1000 米深度载人深潜能力的国家；我国第一艘 3000 米深

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号完成总装合拢，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设计和建

造深海油气勘探开发重大装备的历史；自主研发出油气层钻井中途测试仪（FCT）工

程化样机，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现代农业技术领域，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继续深入推进；突破和掌握了深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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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养殖数字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由水稻胚乳细胞生物反应器生产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

进入产业化阶段；自主研制的超高压食品非热加工设备在规模化、自动化方面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低空施药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现代交通技术领域，突破了深度混合动力汽车集成、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新型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四轮驱动、新型电机一体化动力

总成、车载智能充电及快速充电等电动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关键技术；研制出时速

250km/h 和 350km/h 高速铁路单元板式和双块式两种无砟轨道的结构设计和试验技术。

在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突破了高空航空遥感系统、中低空轻小型航空遥感

系统和无人机航空遥感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为推动我国航空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培育航空遥感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面向专业应用的地上下、室

内外一体化的真三维 GIS 软件平台的研发成功为推进我国 GIS 的跨越式发展、引领地

理信息系统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突破了火星探测总体关键技术，成

功研制了萤火 -1 号火星探测器 (YH-1) ；重点突破了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精密时间传递、大型建筑物室内定位、高性能集成化导航芯片和终端、卫星

导航重大应用等关键技术。

4. 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

对于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提升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

术取得重要突破，并在曹妃甸首钢京唐钢铁公司试运行初见成效；蓄热式燃烧炼镁还

原工艺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在 50% 以上原镁企业得到推广应用，大幅度减少了 SO2、

NOX 等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建立了生产规模大于 15 万吨 / 年的高精度铝合金板带热

连轧生产线，结束了我国罐料板基本依赖进口的局面；200~350km/h 高速列车铝型材

的批量生产，实现了高速列车车体材料国产化；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百万吨乙烯裂解

气压缩机“三缸”联动机械运转试验顺利完成，结束了长期以来该生产技术一直为世

界少数几大公司垄断的局面；研制出一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城市轨道交通

运行和控制系统以及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研制的主机遥控系统、机舱监测报警

系统、船用阀门遥控系统、综合管理平台系统试验样机，在电液驱动阀门遥控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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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传感技术等方面均为国内首创。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为“调结构”做贡献。突破了一批核心技术，

在新能源领域，解决了风电机组整机自主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瓶颈技术问题，实现了

1.5MW 直驱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产业化，1.5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进入大批

量生产阶段，半直驱式变速恒频 3MW 风电机组已进入现场安装阶段，2.5MW 双馈

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进入整机总装阶段；攻克了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等技术。

在电动汽车方面，攻克了大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技术，取得了“新一代整车控制

器”、“两档变速器”等一批成果。在生物医药领域，组织工程皮肤已获得我国第一个

产品证书，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成功研制了新型疫苗及抗体药物和蛋白质药物。在

节能环保领域，成功研发燃煤电厂双相整流烟气脱硫成套技术与装备。在生物育种领

域，转基因水稻已完成相关安全性审批，标志着我国生物育种取得重大进展。启动实

施了“十城千辆”、“金太阳”、“十城万盏”等一批科技应用示范工程。通过对用户实

行财政补贴政策，推动了电动汽车、光伏太阳能、半导体照明等产业化进程。电动汽

车已在 13 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用车领域进行推广应用示范，21 个城市开展了半导体照

明试点。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加强对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污染治理、生态

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支持。流化床甲醇制丙烯（FMTP）工业技术开发成功，实现了煤

制烯烃技术的突破；成功开发了目前国内最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型高效浮选

设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超大型浮选机关键技术的国家；突破了国内大

型电炉冶炼钛渣工程技术瓶颈，形成了我国独有的自焙电极大型电炉冶炼钛渣工艺；

开创了国内大型电炉自焙电极、粉矿入炉冶炼钛渣的先河，为我国钛白原料的升级以

及后续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研制成功蓝藻厌氧发酵生产甲烷发电

技术与成套装备，首次实现水藻能源化利用工程示范，有效解决了蓝藻无害化处置问

题，并实现资源利用；成功研发燃煤电厂双相整流烟气脱硫成套技术与装备及配套工

艺，烟气脱硝流场模拟方法顺利应用在我国第一个百万机组的烟气脱硝工程，对烟气

脱硝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社会和谐发展和民生问题，在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及

其他社会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多个肝癌转移的分子预测模型，并在临床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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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量验证；胰腺癌综合治疗方案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开发出艾滋病中药治疗新药“复方三黄胶囊”；实现对癌症的普及性筛查及初级诊断，

使产品可在城乡推广应用。完成了双水平无创呼吸机、高强度超声肿瘤治疗技术装

置、低成本高性能数字化 X 射线机等设备研制；人体状态参数监测分析技术装置在

甲型 H1N1 流感的早期监测、筛检、预警、测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手足口病（EV71 型）疫苗生产用病毒株筛选平台、病毒大规模培养技

术平台、疫苗下游纯化工艺技术平台、病毒感染模型技术平台。在临床中心和社区医

院之间建立了图文传输的网络系统。开展了妇女宫颈癌筛查方案的规范化和节约化工

作，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宫颈癌筛查成本下降了 1/3~1/5。研发了自保温砌块

体系、环境友好型门窗型材、太阳能供热制冷、通风复合能量系统以及与建筑一体化

构件等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能够大幅降低采暖用耗煤或中央空调电耗。基本完成了

城市空间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平台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和功能设计，建成 150 多个数字

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大幅度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初步创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技术平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污染物评估模型和风险评估软件。

科技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关

键技术取得多项突破，制定的基于应变的管道设计准则，成功地指导了西气东输二线

通过强震区、地震断裂带等地区的管道设计，研制的 X80 钢级不同壁厚的热煨弯管

和管件，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这些技术和装备为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的顺利实施提

供了强大技术保障，并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管道建设水平最高的国家。完成了新一代

京沪高速列车总体技术方案，CTCS-3 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总体技术方案，京沪高速

铁路运输组织系统集成框架，高速检测列车关键检测技术、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方案，

为研制出满足京沪高速铁路运输需求的、时速 350 公里以上的高速列车并同步投入运

营奠定了基础。暖云催化剂和直路式等速负压多级稀释暖云吸湿性焰剂风洞检测系统

研发成功，在建国 60 周年国庆人工消减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上海世博会

建设、能源、环境、运营、安全及展示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启动实施世博科技专项行

动，围绕生态环境、安全健康、世博运营管理、展览展示方面，开展集成攻关，为世

博的高效、便捷运行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在场馆建设中集成了生态、冰蓄冷、中水

回用、雨水收集利用、绿色建筑材料等新技术、新材料，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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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阳能发电进行照明，实现了大跨度结构空间和太阳能屋顶并网发电等先进功能；

在世博园区及周边广泛使用燃料电池汽车、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 1080 辆新

能源汽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商业运行示范；整个园区的 80% 以

上夜景照明采用 LED，节能效果明显；世博园区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4.5 兆

瓦，实现了目前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光伏建筑一体化并网发电系统。

国家高新区加大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

力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经济发展平稳。据统计，

2009 年，56 家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总收入 7.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8% ；工业增加

值达到 1.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6.9%，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9.5％ ；出口创汇占全

国外贸出口额的 14.7%。国家高新区正在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5. 农业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种植业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集成创新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丰产技术模式，创造了双季稻亩均 1355.2 公斤、黄淮区

小麦玉米两熟亩均 1770.5 公斤的高产纪录，年增产粮食 1038 万吨，单产比前三年平

均提高了 12.6%。采取高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培育出 20 多个自主知

识产权的畜禽新品系。研发出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 10 多种重大动物疫病的疫

苗制品。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丙酯草醚等 9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新品种已在

我国农业生产的病虫草害防治上发挥作用，已累计推广使用面积 5000 多万亩次。

新型农业装备与农用物资研发取得新进展。研制了 113 种现代农业机械，包括

10 个系列直连小型拖拉机，以及 18 种 59.2~148kW 的 3 种功率段大马力拖拉机配套

的联合耕整地、原茬地精密播种分层施肥联合作业、中耕除草和宽幅高效植保机。成

功开发了 200 马力拖拉机、棉花加工成套技术装备、太阳能牧草干燥成套设备、苜蓿

茎叶分离设备、机械化挤奶成套设备。突破了氮、磷肥缓释、促释，控释包膜、专用

复（混）合肥、商品有机肥创制与养分优化关键技术与生产工艺，开发出新型缓释尿

素等系列新产品，攻克了新型高效肥料创制技术难题。

大力推广科技特派员等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目前，全国已有 2039 个县 ( 市、

区、旗 ) 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工作的县数比上年增加了 24.3%，2009 年科

技特派员总人数达 11 万余人，比 2008 年增加 3.8 万人。2009 年，科技特派员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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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林动植物新品种 3.5 万余个，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近 3.6 万项，培训农民近 3700

万人次；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1.4 万余个，建立企业和经济实体 1 万余个。

通过继续开展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村先

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培育了一批区域特色优势产业。2009 年，引进、转化、推广

先进适用技术 3867 项，推广面积 3513.7 万亩，覆盖农民达到了 2168.8 万，新增就

业 585 万人。实施县（市）合计新增财政收入 138 亿元，平均每个县（市）财政增收

2132 万元。截至 2009 年底，各县（市）共建设企业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

地、农民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等各类科技服务平台 27473 个，平均每个县（市）建设各

类科技服务平台 45.3 个。

2009 年，38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通过了综合验收和认定，园区核心区面积达 68 万

亩，入驻企业 3960 个，实现总产值 1427.8 亿元，培训人员超过 100 万人次，成为发

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6.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进展显著。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立了 3000 多个数据库，

可共享数据资源总量超过 140TB，初步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分布式数据共享网络体系，

注册用户达 16 万人，访问达 6171 万人次，数据下载量超过 430TB。科技资源共享网

已经逐渐建设成为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信息汇交的中心、信息发布与成果展示的窗

口、科技资源管理决策的支持系统和国内外科技资源信息交流的枢纽，在前期平台

建设资源整合基础上，共享网共集成各类科技资源信息共 512 万条，资源信息覆盖了

867 万份自然科技资源、35.5TB 科学数据、21.5 万种科技图书、1.7 万种西文科技期

刊以及 1.3 万台大型科学仪器的信息。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在我国北方地区遇到大

干旱情况下，迅速将数据中心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了科技抗旱专题数据，为科

学抗旱提供数据支持。地方科技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支撑了本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地

方经济的发展。

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09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

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66 项（含参与完成），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 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凝聚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建设创新团队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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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实验室入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共 6.24 万人，毕业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共计 1.82 万人。2009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科研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其

中，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发现心脏中的心颤致死与螺旋波的失稳关

系密切，为心颤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单一

高分子白光”、“三基色高分子”、“溶液加工型磷光”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opoII 抑制剂沙尔威辛（salvicine）；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了高性能聚合物 / 超细无机粉体复合材料的制备

和产业化；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出了高桩承台基础的抗震验算指标体系等

重大创新成果，为我国桥梁工程的自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 年，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共承担科研项目 10357 项，其中承包大型成套工程项目 829 项，较

上年增长近 12 倍。完成科研项目 4439 项，获得科技成果 2258 项，同比增长 12.2%。

2009 年，申请专利 4903 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2976 项，分别较上年增长 28.4% 和

27.8% ；授予专利 2683 项，其中授予发明专利 1062 项，较上年增长 97%。2009 年，

工程中心共建成中试基地 323 个，同比增长 81.5%。建立技术服务网点 619 个。2009

年，工程中心累计推广科技成果 13897 项，同比增长 14.6%。其中：推广新技术（新

工艺）1226 项，推广新产品 3435 个，推广新设备 9236 台 / 套，建成农作物示范基地

747 个，示范面积达 51762 万亩。

7. 国际科技合作全面深入推进

2009 年，国际科技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支持天津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

济南信息通讯技术国际创新园、苏州纳米国际创新园等三大园区和国家级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同时有选择地培育一批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以中医药、新能源、“走出去”

行动等计划为重点，组织实施一批有影响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形成了一批高水

平的国际联合研发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四年来，引进和培养了一批人才，引进国外关键技术 1332

项，共发表了论文 10049 篇，在国内申请发明专利 2036 项，在国外共申请发明专利

146 项，成果转让数 735 项，成果转让收益 9.5 亿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实施在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节能减排、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前沿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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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艾滋病和新发再发传染病疫苗研究”项目，通过与美国、德

国、英国一些具有世界一流疫苗研发能力的机构开展合作，研制了以我国 HIVCN54

毒株为原型的 DNA 疫苗、痘苗病毒天坛株载体疫苗，并开展了疫苗的临床前试验和

I 期临床试验，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复制型载体艾滋病疫苗；“光

纤预制棒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通过与澳方合作，引进、消化吸收了澳方领先的

MCVD 光纤预制棒芯层生产工艺和 OVD 光纤预制棒外包层生产工艺，联合攻关开发

了 MCVD+OVD 光纤预制棒生产工艺技术，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使我国

生产的光纤预制棒、通信用光纤及保偏光纤产品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航

空发动机用高性能自增韧氮化硅陶瓷材料的研究及制造”、“大型飞机多轮多支柱起落

架动力学分析与验证技术”等项目的实施为成功研制大飞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9 年，ITER 计划项目全面启动实施，我国全面参与 ITER 理事会决策和 ITER

计划管理，并积极开展先进托卡马克物理实验研究，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技术

储备，切实履行了我国对 ITER 组织的承诺和《ITER 协定》规定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