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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

（一）星火计划

“十一五”期间，星火计划突出星火富民、惠民目标，加大对“三农”的科技支

撑，在促进科技创新创业、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农村信息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完成了总体目标和任务。

1. 总体情况

（1）项目安排

“十一五”期间，星火计划加大了对科技特派员基层创新创业、新农村建设科

技示范（试点）、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产业带建设、科技培训、科技服务模式发

展等方面的支持。星火计划共立项 57087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7144 项，占总数的

12.51%，重点项目 1737 项，引导项目 5407 项；省级星火计划项目 10427 项，占总

数的 18.27% ；市地级项目 12786 项，占总数的 22.4% ；县级项目 26730 项，占总数

的 46.82% 。

2010 年，星火计划完成了 2010 年度项目的立项和 2011 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2010 年国家级星火计划共 1788 项，其中重点项目 503 项（包括重大项目 4 项），重

点突出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星火产业带、农村科技型

企业和品牌产品培育、农村信息化、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等类项目的支持。

（2）经费安排和人员投入

“十一五”期间，各级投入星火项目经费总额达到 1939.1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对

星火计划项目支持金额 8.71 亿元。

2010 年，星火计划重点项目共安排经费 2 亿元，其中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

点）2030 万元，农村科技型企业品牌产品培育 4120 万元，乡土科技带头人培训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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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和星火产业带 1840 万元，农村信息化 1800 万元，科技扶贫

670 万元，科技特派员 2200 万元，农业科技园区 2000 万元，科技进步示范县 ( 市 )800

万元，其他 4000 万元。

人员投入上，2010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照《规划纲要》及《关于加强农村实用科

技人才培养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民及农民工的科技培训工作，提高农村

科技创业和就业能力。星火计划以培养乡土科技带头人为重点，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加大对星火学校建设投入，显著提高了星火科技培训能力。

（3）主要成效

①星火计划项目实施预计成效

“十一五”期间，完成各级星火计划项目 33006 项，其中县级项目共 13510 项，

占总完成项目的 40.93%。基层对星火科技的需求很大。

2010 年，星火计划针对农民素质不高等问题，重点围绕“技术示范、基地建设、

人才开发、能力提升”总体目标，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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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认真组织食用菌种植星火科技培训

②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星火计划大力支持大学、科研院所开展农村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20

多个省份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中与所在地区的农业大学、农科院以及各专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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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术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广大农户及相关企业获得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大学、

科研院所开展农村科技服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专栏 7-1-1　湖南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模式

湖南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模式是湖南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通过开展农业科技物资服务，开展技术培训、项目论证咨询等服

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推广优良新品种、农业科技新产品 ；通过开发农业项目，建

立科技示范基地，发展多种合作体、科技服务型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通过组织商品基地建设，开发优质农产品及

市场流通营销服务，开拓农产品国内外市场 ；通过建立科技发展基金，鼓励农民科技创

新，化解农民经营风险。湖南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模式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科

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经验与启示。

③农村信息化试点稳步推进

目前，13 个省区市开通了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电话热线。发展农村基层信

息服务站点 5000 多个，村级站点近 10000 个 , 人才队伍 7000 多名，覆盖农民超过 2

亿人。通过基层农村信息化试点项目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基层信息服务能力。

专栏 7-1-2　海南省 12396 星火科技发展工作实施情况

国家级星火计划重点项目“海南省星火科技 12396 服务和技术开发” 自 2009 年在

海南实施以来，参与农业科技 110 建设工作，开展农业科技 110 技术咨询、技术指导、

技术培训服务等，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建立电话服务系统。在全省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开通了农业科技 110 服务热线

963110、全国星火科技服务热线 12396 和号码百事通 114 热线等电话服务系统，五年

全省服务站共接受农民电话求助 300 多万人次。二是建设远程视频系统，通过省指挥中

心视频系统改造共开通 250 个视频终端，指挥中心可利用远程视频系统，协调服务站开

展工作，开展远程视频培训、咨询、诊断。三是通过农业科技 110 网开发了橡胶、对虾、

测土配方施肥、文昌鸡等 21 个专家系统，农民通过上网使用智能农业专家系统进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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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技术决策。四是建立户外电子显示屏远程信息发布系统。在 228 个服务站安装

户外 LED 显示屏，各级指挥中心可向服务站直接发布信息，服务站可自行发布信息。五

年发布科技、气象和农产品市场等信息发布 10 万多条。五是开发了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网和海南电子农务网，开设了远程培训、专家库、供求信息、网络大学、农民信箱等栏

目，实现了网上多媒体培训、专家咨询、科技信息发布与查询等功能。

④“星火科技 30 分”社会效益显著

完成了 52 期节目的拍摄、制作、发行和播出工作，向广大农村宣传介绍了 226

项农村先进实用技术，网站实用技术资源量累计已达到 3000 多个。据不完全统计，

通过《星火科技 30 分》电视节目播出，每天平均接收的咨询电话在 20 次左右，累计

年咨询量达 5000 多次。

专栏 7-1-3　宁夏、山东省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

宁夏深化机制创新，科技特派员创业取得新进展。全区科技特派员总数达到 5138

人（家），其中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分别为 2042 人和 294 家，信息科技

特派员 2802 人，科技特派员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支持约 2.5 亿元。实施自治区科技特派

员创业项目 357 个，引导枸杞、设施果菜、清真牛羊肉、马铃薯、优质粮食、灵武长枣

等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经营流转土地 6.9 万亩，带动农民土地亩均增收 300 元以上，

形成了“马兴”西瓜、“灵丹”长枣、“塞外香”大米、“小任果业”等农产品品牌，筛选

了 100 名骨干信息科技特派员开展自主创业、自负盈亏试点，培育了 4 家以县域信息服

务为主的网络电子信息创业实体。

山东省抓住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统一农村科技信息服务号码

12396 的契机，充分依托既有优势，重新整合 96288 建设资源，制定出了《山东省星

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工作方案》，成为全国首批十二个试点省之一。省政府对星火

科技 12396 工作非常重视，为将“试点”工作扎实有效地推进，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和

办事机构，并以山东省农科院为主体，组建了省级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中心，成

功举办了“山东省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热线开通仪式”。在组建了省级星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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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6 的基础上，又在济南、烟台、威海等十市建立了市级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

中心，在基层（乡、镇）建立了服务站，初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省的新型农村科技信息

服务体系。

2.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1）项目与经费安排

2010 年，共投入 2200 万元支持了科技特派员创业链项目，各省纷纷加大了对科

技特派员创业链的支持力度。以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为核心，推动了科技特派员进

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促进种、养、加、销、运一体的创业和配套服务，共认定、建

设科技特派员创业链 262 个，共有 9500 余名科技特派员进入创业链的产前、产中、

产后进行创业服务。

（2）进展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225 个县

（市、区、旗）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工作的县占全国总县数的 77.9%，提前

完成了《意见》制定的“力争用 5 年时间使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覆盖全国 75% 以上

的县（市、区、旗）”目标要求，大幅提高了农村基层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2010 年

科技特派员总人数达 149871 人，同比增加 3 万余人。科技特派员参与的科技项目直

接服务 617.84 万农户，辐射带动受益农民总数达到 4481.74 万人，比 2009 年增加

7.2%。

2010 年，科技特派员培训农民 4198.09 万人次，发放各种科普资料 4473.6 万份，

帮助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 1006 万人；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714.87 元，同比增长 19%。

2010 年全国共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 3369 个，法人科技特派员 4642 余家，共有

1.4 万余名信息科技特派员活跃在信息咨询或服务的第一线，比 2009 年增长 27.27%，

从事有偿服务的科技特派员比例为 34.33%。在从事有偿服务的科技特派员中，技术

入股型、承包型、实体创业型和其他利益共同体类型各占 21.99%、23.16%、23.45%

和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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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工作推进会

专栏 7-1-4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2010 年，科技部联合农业部、教育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陕西省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启动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共有 1771 个项目参加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1391 个项目参加了科技

特派员大赛。“盐土农业植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 40 个项目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中获奖，“生物质成型技术研发与推广”等 241 个项目在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中获奖。2010 年 11 月 3 日，在第十七届杨凌农高会期间，科技部举办了中国农

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对接会，近 20 家金融投资机构、35 家优秀参赛项目单位和科

技型龙头企业代表参加了项目对接活动，120 个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在经过

公示和审核等程序后直接入选了“十二五”农村领域科技计划预备项目库。大赛激发了

科技人员深入农业农村一线创业的热情，开辟了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创业的社会化、市场

化投资新途径，培育了用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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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0 年，在原有 38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基础上，又批复了第三批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27 个，园区区域布局更趋合理，基础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 , 科技示范带动作

用突出，综合效益不断提高。

2010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专项支持 38 个项目，国拨经费 2000 万元。截至

2010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1.8 亿元，吸引各级地方政府投入 105.85 亿元，社会

各类投资 769.89 亿元，实现投资总额 2011 亿元。

经过 9 年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正日益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

催化、现代农业示范和农民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成为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的

样板。

一是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又上新台阶。2010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累计资助开发和引进项目 7987 项，推广应用新技术 6046 项、新品种 9015 个，均

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是产业集聚效应显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入驻企业总数已达 5210 家，其

中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1530 家，占企业总数的 31.2%，带动周边农民人均年增收

600~800 元，吸纳就业人数累计超过 315 万人。截至 2010 年底，农业科技园区累计

实现产值 5208 亿元，净利润总额 496.68 亿元，出口创汇 215.09 亿元。

三是加强技术培训，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截至 2010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已

累计组织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48104 次，培训人员 430 万人次，组织科普讲座 22069 次，

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经营能力，促进了农民就业，有效拓展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空间。

4. 科技兴县（市）专项

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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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科技兴县（市）专项支持项目 20 个，

国拨经费 800 万元。参加考核的县（市）数量由 2001 年的 1500 多个发展到 2009 年

的 3219 个，示范县（市）的数量由 2004 年的 78 个发展到 2009 年的 140 个，确定了

第三批 62 个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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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扶贫

科技扶贫专项继续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核心，大力推广一批先进实用

技术；以科学开发贫困地区资源为主线，积极培育一批区域性支柱产业；以提高贫

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广泛开展一系列科学普及和科技培训；以构

建贫困地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为根本，努力培养一批乡土科技人才和依靠科技脱贫致

富的带头人。

2010 年，科技扶贫专项支持 19 个项目，国拨经费 670 万元。向定点帮扶地区选

派了第 24 届科技扶贫团共 9 人，共组织实施 9 期“科技扶贫远程课堂”和 5 期“科

学防艾远程科普讲堂”共 23 场培训活动，直接参与远程培训的人数达到 3 万多人次，

辐射培训人数达 16 万人次。

2010 年，向 7 个定点扶贫县捐赠各类科技物资 806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57 名。

陕西省佳县聚光科技奖学金三年来共奖励了 270 名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累计奖金

15 万元。向四川巴中革命老区和山东省广饶县等地捐赠了价值 250 多万元的科技物

资。

（二）火炬计划

“十一五”期间，火炬计划项目分为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和产业化项目两大类别，

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基地、产业化组织和科技中介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和企业

群体，通过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环境建设的支撑，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有效促进了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1. 项目总体安排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总立项数 7409 项，其中产业化项目 6755

项（包括 89 项科技兴贸项目），环境建设项目 654 项，重点支持项目 1016 项。

2. 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拨款共计 8.46 亿元（含 2006 年

科技兴贸行动专项 0.186 亿元），其中 2009 年和 2010 年有 1.19 亿元支持科技人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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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行动项目。“十一五”期间共认定重点支持项目 1016 项，安排国拨经费 60777

万元，平均支持强度为 60 万元 / 项。

3. 项目执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火炬计划年均执行项目约 5405 项。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火炬计划历年执行项目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17732 亿元，

产品销售收入 16875 亿元，上缴利税 3066 亿元，出口创汇 395 亿美元。

4. 科技创新基地

（1）国家高新区

“十一五”期间，国家高新区继续坚持“四位一体”的发展定位，大力推进以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共有国家高新区 83 家。

①国家高新区主要指标保持稳定增长，对经济平稳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

2010 年，原 56 家国家高新区（不含 2010 年新升级）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97180.9 亿

元，工业总产值 75750.3 亿元，工业增加值 19271.7 亿元，净利润 6261.3 亿元，上缴

税额 4968.2 亿元，进出口总额 4361.2 亿美元，其中出口创汇 2476.3 亿美元。

高新区对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较好的支撑作用。2010 年，56 家高新区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10.3％ ；园区生产总值达 28276.1 亿元，占全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1% ；高新区出口创汇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达 15.7% ；当年吸

纳应届高校毕业生 30.2 万。

②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2010 年，原 56 家国家高新区企业的 R&D 经

费内部支出为 1606.2 亿元，企业内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计为 3278.1 亿元；原 56

家国家高新区从业人员总数 859 万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达到 114.3 万人，

占到从业人员总量 13.3%。

2010 年，原 56 家国家高新区，区内企业拥有发明专利 69168 件，当年申请专

利数量达到 124980 件，申请发明专利 63770 件；当年专利授权数达到 70378 件，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 23905 件，欧美日专利授权 967 件；区内企业共拥有软件著作版权

49542 项，拥有集成电路布图 2127 项，拥有植物新品种 361 项；企业各种技术性收

入达到 7373.2 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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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1　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十一五”期间，在火炬计划的支持下，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的试点工作。2009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首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

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特别是出台了股权激励、科技项目间接经费、科技金融、

政府采购等政策“组合拳”，为企业创新营造了更有利的环境。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中关

村组建了 40 余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取得了 20 多项国际领先技术。目前，中关村

拥有近两万家高新技术企业，预计 2010 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将突破 1.5 万亿元。中关

村的产业链不断向高端拓展。

（2）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截至 2010 年，共认定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248 家。

2010 年，基地内企业 R&D 支出为 1431.6 亿元，基地内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数量为 232 家，企业内博士后工作站共有 370 家；申请国内专利数

9405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640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7833 项；拥有授权专利数 58001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5121 项，申请国外专利数 929 项。

专栏 7-2-2　国家火炬计划保定高新区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

自 2007 年被认定为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以来，保定高新区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

业基地内的光伏、风电两大新能源产业保持指数级增长，其中光伏产业增长 15 倍，风电

产业增长 21.5 倍，产业链日益完善，其中，英利公司成长为我国第一家也是唯一拥有完

整光伏产业链的企业，崛起为中国光伏发电制造产业的领军企业。惠腾风电设备公司开

发的兆瓦级风力发电机风轮叶片列入国家 863 计划，该公司 2003 年成为美国 GE 公司

的全球供应商之一。科技创新带动基地经济社会效益快速提升，推动保定高新区综合排

名在 54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快速提升了十多位次。 

（3）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以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为载体，在全国 10 多个软件产业基地形成了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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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盟，推动软件产业基地从集聚向集群升级。实施中国软件出口工程，促进软件与

信息服务外包的发展和软件产业国际化。支持软件产业基地建设六大类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联合开展“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优化软件产业的发展环境。

截至 2010 年底，共认定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35 个，基地从业人数 148 万

人，总收入达 9776.9 亿元，出口创汇 168 亿美元。

2010 年，基地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达 14.8 万人，软件研发人员 75.6 万人；拥

有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57723 件，新增软件产品登记数 46871 件，自主版权软件收入为

2167.4 亿元。

（4）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商务部先后分三批联合认定了 58 家国家科技兴贸创新

基地（其中 21 家依托国家高新区建设），分布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等 10 个技术领域。

据初步统计，2009 年，58 个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共实现销售收入 92282.2 亿

元，其中特色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21382.5 亿元。

（5）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

截至 2010 年底，纳入国家火炬计划统计的全国孵化器 896 多家，国家级孵化器

达到 346 家。累积毕业企业 36485 家，平均当年营业收入为注册资金的 5.2 倍，其中

超过 1000 万元企业达 30% 以上，上市企业超过 150 家。在孵企业 5.6 万家，在孵企

业从业人数 117.7 万人；在孵企业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数达 53838 项，其中批准知识产

权保护数为 32684 项，发明专利和软件类专利为 20579 项，分别占在孵企业总数的

58% 和 36% ；获得投融资企业 7699 家，总额达到 66.3 亿元。

（6）生产力促进中心

2010 年，全国生产力促进中心总数达到 2032 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

心数量达到 24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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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3　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宁波生产力促进中心 2001 年被科技部评定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一个

多元化的服务机构，中心拥有科技项目申报、咨询、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制造业信息化、

管理培训、工业分包业务等多个服务内容，为企业打造发展的“乐土”。2008 年该中心

承担了“宁波市区域工业分包与合作交流共性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火炬项目，通过宁

波市区域工业分包与合作交流工作平台的建设，引导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有效优化了企

业的生产模式，提高了管理水平，提升了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两年的努力，

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共服务企业 1147 家，协助中小企业获取了大量的内外贸订单，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展和培育符合 CSPX 标准的会员企业 142 家，建成工业分包示

范企业 2 家，协助企业寻找对接订单 34322.50 万元人民币。

（7）技术转移体系

目前，全国现有技术市场管理机构 1000 多家，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 800 多家。

有技术交易和服务机构近 2 万家，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技术交易与经

营活动 , 有各级常设技术交易市场近 200 家，技术产权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技术产权

交易机构近 40 家。有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34 家，通过开展技术许可转让、产

学研合作、技术集成与熟化、专业技术服务等不同模式的技术转移活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十一五”期间，全国技术交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0 年全国技术合同交

易额达 3906 亿元，比 1984 年的 7 亿元增长了 500 多倍。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总体服务能力得到提升。134 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共促成技术转移项目 316602 项，成交金额 790 亿元。

专栏 7-2-7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工程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于 2006 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人民政

府、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市共同建立，是隶属于中科院的国家科研机构，也是目前国内

首家以集成技术为学科方向的从事现代制造业、自主创新研发的科研机构。深圳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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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院工程中心 2008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工程中心充分利用

先进院的优势资源和团队，引领先进院面向工业需求开展科技研发选题和专家队伍建设，

以集成科学为指导，与企业在创新源头合作，共同实现创新科技成果的产品化和产业化。

2010 年度工程中心促成技术转移项目 45 项，成交金额共计 3547 万元。其中促成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16 项，成交金额 2026 万元 ；促成公共财政计划项目 12 项，成交金额

865 万元 ；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 1 项，成交金额 44 万元 ；2010 年申请专利 49 项，

版权 8 项，累积拥有专利 84 项，版权 12 项。

（三）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以下简称新产品计划）按照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采取国家政策引导

和财政补助措施，在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项目申报和总体执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新产品计划共受理申报项目 10043 项，其中地方科技厅（委、

局）申报 9279 项 , 占申报项目总数的 92.39%，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司（局）申报

764 项，占申报项目总数的 7.61%。立项项目 6461 项，其中地方科技厅（委、局）

申报立项 5982 项，占立项项目总数的 92.59%，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司（局）申报立

项 479 项，占立项项目总数的 7.41%。立项项目数占申报项目数比例达 64.33%。获

得经费支持项目 1316 项，支持金额 8.29 亿元（2009 年和 2010 年用来支持科技人员

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4 亿元未计算在内）。

“十一五”期间，新产品计划项目重点支持电子与信息、航空航天及交通、光机

电一体化、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环境与资源利用、航空航天、地

球空间及海洋工程、医药与医学工程、农业等十一个领域。新产品计划对技术领域集

中支持，体现了“十一五”期间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强与国家“十一五”科技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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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相关的高技术产业衔接，进一步突出了支持重点，加大了支持力度。

2010 年，新产品计划立项项目 1530 项。

“十一五”期间，新产品计划立项项目 6461 项中有 702 项来自于国家 863 计划、

973 计划等国家计划，占立项项目总数 10.87% ；企业自行开发技术 2283 项，占项目

总数 44.62%。从自主知识产权看，有 5904 项获得或申报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或其

他知识产权，占项目总数 91.38%。获得国家级奖励项目 284 项，占项目总数 4.40%。

从采标情况看，采用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 735 项 ，占项目总数 11.38%，采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3549 项，占项目总数 54.93 %。

2. 实施效果

新产品计划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助、贷款贴息、智力引进、人才培训等扶持

政策，在促进企业新产品研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

通过国家重点产品计划的实施，提升了企业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企业经济效

益大大提升，为企业后续产品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奠定了

基础，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各地方新产品计划与国家新产品计划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在不同层次上支持了地方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的主导产品、特色产品的开发研制，对

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示范辐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新产品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企业自主开发的创新意识，增强了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积极性，吸引和鼓励

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形成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的产品，促进了产业升

级。“十一五”期间，新产品计划 6461 个立项项目中，91.38% 的项目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并申报了专利。

（四）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2006 年以来，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围绕贯彻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科技支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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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统筹布局，协调推

进，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以及促进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项目与经费

“十一五”期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共资助经费 10335 万元，立项 1122 项，其

中重大项目 312 项，面上项目 810 项。

2. 进展与成果

“十一五”期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在围绕科技重大战略决策，着力研究科技

自身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从科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等更广阔的视野选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和

全局性研究，为国家、地方、部门的有关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提升了国家

软科学研究计划的战略层次，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3. 基地与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1）加强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初步建立了一支能够承担国家重大软

科学研究任务的较高水平的软科学研究队伍。近几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加强了对

软科学研究领军人物的培养，重点发现和支持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

的软科学尖子人才，开展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培养和锻炼了一

支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和研究的人才队伍。

（2）加强与部委、地方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了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

的合作研究渠道和机制，形成了一批国家软科学研究的基地。在承担国家软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的单位中，发现了一批基础较好、有较高研究水平的软科学研究团队，通过

与部门和地方联合支持，建立了紧密配合、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

4. 软科学成果应用与宣传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软科学的决策支持作用，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有关研究单位和部门、地方软科学管理系统召开多次专题座谈会，

广泛听取了专家、软科学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地方的意见，共同研讨软科学重大问

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在部电子政务建设框架内初步建立软科学成果共享平

台，促进软科学研究成果共享。通过《软科学要报》等形式，及时介绍软科学项目成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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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促进软科学成果的运用。加大在中央有关媒体上宣传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力度。

（五）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立足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需求，合理布局，优化配置，集成资源，围绕新能源、节能减

排、气候变化、抗震救灾以及健康等重点领域，支持国内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参与

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能源、资

源、环境、健康等领域重大科技问题，推动双边、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建设创新型

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

1. 项目安排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共安排项目 1462 项，其中 2010 年立项项目

470 项。

2. 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安排专项经费 28.02 亿元，其中，2010 年安

排专项经费 15.9 亿元。

3. 人员投入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参与人数为 38871 人，其中国内参与人数为

26909，占 69.2%。

4. 主要进展和成效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国内发表论文数为 5216 篇，国外发表

论文数为 6130 篇，SCI 收录 6310 篇，SSCI 收录 168 篇，EI 收录 3914 篇，CSCI 收录

676 篇。

“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引进国外关键技术 1825 项。国内共申

请发明专利 2948 项，发明专利授权数 1518 项，其他专利数 350 项；在国外申请发明

专利 210 项，发明专利授权数 110 项，其他专利数 26 项。制定国际标准 39 项，国家

标准 182 项，行业标准 227 项。共有计算机软件登记数 285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

30 项，植物新品种登记数 14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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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共引进博士后 279 人，引进博士 1453 人，硕

士 473 人，引进工程技术人员 813 人。共培养博士后 607 人，培养博士 2226 人，硕

士 3966 人，培养工程技术人员 4488 人。

（1）在节能减排方面

通过与美国合作与交流，开发了以铵盐为载体捕集和吸收燃煤烟气，具有效率

高、运行费用低、综合利用率高等优点的多元控制技术与工艺，促进了我国燃煤发电

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德国开展合作，“特大型城市区域性可再生能源柴油轿车示范工程”项目

进行轿车柴油机燃用生物燃料、合成燃料（GTL、CTL）的油品匹配性能研究。该项

目在上海投放 1000 辆以上先进柴油轿车进行示范运营，探索在特大型城市区域性规

模使用可再生交通燃料、合成燃料和清洁燃料先进柴油轿车的可行性。

通过与意大利新技术能源与环境委员会（ENEA）开展合作，“中意合作太阳能

热发电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及示范工程”项目引进了 ENEA 的高温槽式太阳能热发电

全套技术，并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装备及材料生产技术，实现了太阳能

热发电集热管等关键器件的自给，为我国太阳能利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2）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

通过与外方合作，引进、消化和吸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CAD/CAM 软件内核—

CRUX III，掌握了国际设计制造软件的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维 CAD/CAM 软件系统，建立了我国三维 CAD/CAM 软件系统产业体系。

2010 年 2 月成功完成了世界首款前置前驱 8AT 自动变速器的研制，2010 年 9 月

顺利完成样车搭载，成功实现了由样机到搭载样车的新跨越。

合作双方共同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含有光致变色二噻吩乙烯单元的光电功能

材料。

开展电机用热压钕铁硼永磁环的研究与开发，成功研制了适合稀土永磁材料的真

空热压装置。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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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5-1　中德合作成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二代监测预警系统

海洋环境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能能否过关，工程寿命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是当

前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由宁波工程技术学院承担的“海洋环

境混凝土结构配筋腐蚀的预埋式无损监测系统研究”项目，针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

全面系统地对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所涉及的疑难问题和实用技术进行了攻关。通过与德国

亚琛工业大学合作，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德国第一代混凝土结构钢筋腐蚀预埋式监测技术，

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研制集成开发出第二代针对海洋环境外渗型脱钝引导介质的

腐蚀脱钝传感单元，建立了杭州湾跨海大桥混凝土结构耐久性个性化的长期原位监测预

警系统，对结构耐久性状况进行诊断预警，指导耐久性再设计，制定维护、维修策略和

耐久性措施。

该研究成果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的九项关键技术之一。对于杭州湾大桥这类超百

亿的重大工程来说，据估算，若使用寿命延长一年，年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6.1 亿元，减

少 CO2 排放量达 49.3 万吨，节省运输时间长达 1825 万小时。该成果现已被国内知

名工程（如青岛海湾大桥、金塘大桥、福建平潭海峡大桥、江苏南通洋口港陆岛跨海通

道——黄海大桥、宁波象山港公路大桥等）借鉴，并列入设计任务书。项目取得的宝贵

技术经验，对于我国正在论证中的同三线跨越渤海湾、长江口、珠江口、琼州海峡等跨

海特长型桥梁，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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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新农村建设方面

以华北平原典型农业区和澳大利亚 M-D 流域为对象，开展的以农业水资源高效

率利用和环境可持续性为重点的国际合作研究，通过中澳比较，提出了兼顾经济效益

和维持生态与耕作系统可持续性的情景分析和综合方案，为水安全评价与管理技术提

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通过与以方合作，建成

了南京—以色列农业科技园，在此平台上引进了以色列优良品种和先进农业生产技

术。

“中意农业高效节水自动控制微灌示范系统” 项目，通过与意大利开展合作，引

进了意方微灌、滴灌、自动控制系统等设备，建设了不同形式的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园

区，对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和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发挥了示范作用。

（4）在气候变化方面

中美印（尼）日南海与邻近海域水交换及其变异合作研究，为南海环流研究提供

了最基本的数据。项目的实施对于研究太平洋—印度洋贯穿流有重要意义，并对南

海与印尼海海洋环流研究以及南海环境和周边气候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西太平洋海域海洋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项目通过与外方合作，已成功完成

两次国际合作调查航次，获取了宝贵的观测数据，并推进了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泰国等国家之间实质性的海洋科技合作。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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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抗震救灾方面

通过与美国开展合作，“基于遥感和 GIS 的灾害信息检测、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

研究”项目，在引进、消化吸收美国减灾防灾监测与决策支持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开发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基于遥感与 GIS 技术的突发灾害事件的监测预警技

术方法体系，对于有效增强灾害应急的救助能力，多方位降低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

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地震电磁卫星观测技术数据处理与应用合作研究”项目为跨越式提高我国在该

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提供重要基础。

（6）在科技奥运方面

通过与德国合作，结合北京奥运场馆特点，建立了雨洪利用的综合技术体系、防

洪体系、水质控制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为其他地区体育场馆的工程建设提供了示范

等等。

（7）其他方面

通过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开展合作，“中瑞气固两相系统科研和设计综合数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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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建立”项目引进了瑞士 ETH 气固两相流大型实验装置，建立了完善的气固两相

系统实验数据库，形成了为研究和开发气固两相反应器服务的综合数据平台。该项目

将我国具有优势的流态化计算技术与瑞方先进的实验装备相结合，提升了两国在流态

化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连续支持了我国工作组承担用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

撞机 LHC 的 CMS 和 ATLAS 探测器的部分研制任务。LHC 一旦研制成功，将是全世

界最先进的粒子研究工具，我国作为研究参与主要成员，可以分享其部分研究成果，

为发展我国粒子探测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专栏 7-5-2　大洋钻探技术预研究

该项目的目标是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IODP）的国际科技合作，促

使我国海洋科技研究计划的水平与国际同步，使我国早日成为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深海基

础研究基地之一。

项目自 2004 年实施以来，先后资助 10 位中国科学家参加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实施的

IODP 科学考察航次，派出 52 人次出席了 38 个 IODP 科学咨询机构的科学会议，在我

国承办召开 3 次 IODP 科学咨询机构工作组会议，并主办多次国际和国内海洋科学学术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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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培训班。在该项目的带动和影响下，先后有 15 余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培养 20 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翦知湣群体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

究群体、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实验室被评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六）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强化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扎实推进

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带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项目安排

2006—2010 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共支持 2719 个项目。

2. 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18 亿元。

3. 人员投入和培养情况

2004—2007 年立项的农业科技转化资金项目参与人员共计 46010 人次，共培养

博士 1229 人、硕士 3880 人。

专栏 7-6-1　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快速检测技术

“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快速检测技术的中试与示范”项目于 2006 年获得国家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立项支持。该项目针对食品安全这一重大需求，解决了现行检

测技术繁琐、成本高、检测滞后等问题，开创了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技术新领域，为猪

肉食品安全监控提供了科技支撑。2007 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 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技术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推广，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广阔的

国内外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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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进展和成效

“十一五”期间，转化资金项目实施与执行整体进展顺利。围绕农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进一步提

升现代农业的引领和产学研结合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2004—2007 年立项

的农业科技转化资金共计获得专利权数 1548 项、发明专利数 773 项，发表论文报告

数为 8527 篇、全国性期刊论文数为 5907 篇。

（
项

）

图 7-6-1　2004— 2007 年立项的农业科技转化资金项目获得专利权数

表 7-6-1　2004—2007 年农业科技转化资金项目社会效益统计表

　　　　　　　　立项年份
成果情况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合计

建立试验示范区基地个数（个） 23006 9011 133159 3880 169056

新增就业人数（人次） 44097 55160 369927 124419 593603

举办培训班（期） 10599 21131 9932 13771 55433

培训人员（人次） 1976911 2497669 2352141 2847234 9673955

带动农民（人次） 6318003 7982291 7517199 15325361 37142854

建立中试线（条） 308 346 286 335 1275

建立生产线（条） 458 475 349 514 1796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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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6-2　航天育种培育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

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由甘肃省重点龙头企业天水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院

遗传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 2001 年合作建立，专业从事航天农作物新品种选

育、试验示范、推广及产业化开发，2007 年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内同行业

唯一的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中心。

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现有通过我国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搭载的农作物 9 大类

393 个品系，选育出了 6000 多份突变材料，育成了 13 个航天蔬菜新品种通过了省级鉴

定和甘肃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认定，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7 项，国家发明专利 3 项，承担

了国家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国家航天生物育种、国家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

划子项目和甘肃省重大科技专项。育成的航天辣椒、茄子、豇（菜）豆等新品种具有高

产、抗病、优质等特点，在甘肃天水、陇南、张掖和山西忻州等地建立了航天蔬菜标准

化制种基地 3000 亩，航天蔬菜新品种已推广到了全国 25 个省区，累计推广面积 68 万

亩，实现农业增加值 3.4 亿元。

专栏 7-6-3　“大通牦牛”新品种及培育技术

“大通牦牛”新品种及培育技术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在青海省大通种牛场，密切结合青藏高原高寒牧区牦牛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情况，以

野牦牛为父本、当地家牦牛为母本，应用低代牛横交方法和控制近交方式、建立横交固

定育种核心群、闭锁繁育、选育提高等主要阶段，培育成含 1/2 野牦牛基因的肉用型牦

牛新品种。已成为青藏高原牦牛产区及毗邻地区广泛推广应用的新品种和新技术。为我

国牦牛整体改良，遏制牦牛退化，提高牦牛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提供技术支撑。新品

种牦牛具有肉用性能好、抗逆性强，体型外貌一致，遗传性稳定等优良特征，产肉量比

家牦牛提高 20%，产毛、绒量提高 19%，繁殖率提高 15%~20%。2005 年获国家新品

种证书国家新品种证书及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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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十一五”期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积极探

索公共财政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新模式，不断加强对地方及社会资金的引导，

为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营造科技型中小企业良好的技术创新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2006 年，创新基金增设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补助资金（以下简

称“服务机构补助资金”）。2007 年，创新基金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以下简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

中小企业投资。

1. 项目执行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创新基金预算大幅度增长，总额达到 95.5 亿元。

（2）立项情况

“十一五”期间，创新基金共立项 17893 项，资助金额 1150083 万元。 

支
持

金
额

（
万

元
）

项
目

数
（

项
）

图７-7-1　2006— 2010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数及支持金额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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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创新基金共支持技术创新项目 15920 项，支持总额 947421 万

元；公共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项目 1261 个，资助金额 86762 万元；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项目 712 个，资助金额 115900 万元。

①技术创新项目

技术创新类项目主要以无偿资助和贴息贷款两种方式支持。“十一五”期间，

创新基金无偿资助 14978 项，支持金额 885754 万元；贷款贴息 942 项，支持金额

61667 万元。

“十一五”期间，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

药、资源与环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高技术服务业七大领域。七大技术领域获得支

持项目数占总支持项目数的 89%，获得支持经费占创新基金支持总额的 84%。

②公共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项目

2006 年 8 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下发《关于申报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补助资金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创新基金中启动了对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进行补助的工作。2007 年，创新基金调整了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项

目的支持方向，即由支持机构转变为支持对中小企业服务的业务，重点支持为中小企

业提供创新资源共享、专业技术服务、技术转移等三类服务业务。

“十一五”期间，公共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项目共支持 1261 个项目，资助金额

86762 万元。

③创业投资引导项目

2007 年 7 月，财政部、科技部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

暂行办法》，启动了我国第一支国家层面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旨在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渠道和全方位的增值服务，促进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

成果产业化。

2007—2010 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共投入财政资金 11.59 亿元。同时，创新基

金管理中心制定并不断完善了创业引导基金项目评审、监管规程，确保创业引导基金

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和财政资金的有效、规范使用。

创新基金的实施，在长三角地区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经济增长和

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直接的动力；在中部、环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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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地区，促进了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有效地牵引各类科技资源向中小

企业聚集，推动了区域性特色产业的集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扶持了一批科技人员技术创业，培

育出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2. 项目实施成效

（1）扶持和壮大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实施以来，共立项资助了 12000 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中 33% 是成立

不足 18 个月的初创型企业，59.5% 是员工人数在 100 人以内的企业。

经过创新基金扶持，包括无锡尚德、清华威视、浙大中控、中航惠腾、开米股份

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壮大；受过创新基金资助的佳

讯飞鸿、科通电子、泉州火炬、中地数码、浙江游龙、科兴生物、武汉高德等一批企

业参与了载人航天、奥运建设、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和突发疾病的防

治。

（2）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

在创新基金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性项目重点支持的引导下，受资助企业大力

加强研究开发，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截至

2010 年 3 月，对执行期内的 5269 个项目的统计显示，项目承担企业加大了研发经费

投入，创新性研发产品或技术数量增多，平均每个企业处于研发状态的产品为 3.4 个。

（3）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创新基金重点和优先支持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化项目， 2005—2009 年，相关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近 3000 多项；国家 863、973、科技支撑等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中，有

22.3% 被引入中小企业得到商业化和产业化应用。创新基金始终坚持明确的产业导

向，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七大领域进行重点部署，使这些领域中的一

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富有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4）吸引各类社会资金多渠道、多层次共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创新基金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帮助企业从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资本市

场、社会集资以及其他渠道获得发展资金。截至 2010 年 9 月，已完成验收的创新基

金项目 10309 项，共投入资金 863.4 亿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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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宽了就业渠道，带动高端人才的创新创业

创新基金优先支持由高素质科技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创办、领办企业。创新基金

资助的企业中，80% 是大学本科以上人员创办，34.2% 由硕士以上学位的科技人员

创办，其中博士创办企业近 10%。

（八）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

“十一五”是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实施的第一个完

整五年，专项行动以“富民”、“强县”为宗旨，紧密围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通过科

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持续扩大实施范围，创造了新的县域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农

民增收，壮大了县（市）财政实力，提升了县（市）科技工作能力，增强了科技对县

域经济的引领和支撑。

1. 项目安排

“十一五”期间，专项行动安排实施县（市、区）的总数量达到 884 个。在稳步

增加实施县（市、区）范围的同时，逐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项目的支持力度，占支

持总数的 79.3%。

“十一五”期间，2006—2007 年专项行动实施的第二、三批 309 个专项行动项目

按照进度要求，基本都已完成。

2. 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专项行动投入中央财政资金共计 14 亿元，带动了 155.22 亿元

其他资金。

3. 人员投入和培养情况

“十一五”期间，884 个专项行动实施县均针对性的开展了多层次的科技培训。

五年中，专项行动共培训农民和乡土人才超过 4800 万人次，平均每个试点县（市）

培训超过 55000 人次。其中，2010 年县均参加培训人员数量超过 25000 人次，是

2006 参加培训人员数量 4 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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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成效 

“十一五”期间，专项行动在全国各级科技、财政部门的指导管理下，各项目县

（市）积极组织落实项目规定的各项任务，围绕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中的关键科技要求，

大力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组织、集成科技资源，重点突破，开创了县（市）科技工

作的新局面，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

（1）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十一五”期

间，884 个试点县（市）共引进、转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13578 项，推广面积达

24339.7 万亩，覆盖农民达 5479.9 万，新增就业 470.7 万人。

（2）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县域优势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底，企业专利申请 40981 项，专利授权 28943 项，实施县（市）优势特色产

业总产值为近 7000 亿元。

专栏 7-8-1　龙泉市竹产业提升工程

龙泉是我国毛竹自然分布中心区之一，全市共有毛竹林面积 55.1 万亩。2006 年 7

月，“龙泉市竹产业提升工程”列为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项目。2006—2008

年，全市累计投入竹产业建设资金 2000 余万元，完成低产低效竹林提升改造 31.7 万亩，

新建竹林机耕路 627 公里，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14 家。2008 年龙泉市竹产业实现产值

10.02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92.7%。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4026 万元，比 2005 年增长

171.1%，新增就业 9000 余人，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林业增效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1）全面实施“联姻高校、借智发展”战略。龙泉市委、市政府与浙江林学院建立

了稳定全面的科技合作关系，成立了浙江林学院龙泉竹木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建立

了科技特派员团队，并辅以资金支持，形成产学研的结合推进机制。

（2）通过三级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科技服务能力。龙泉市构建以“政府主导，农民（企

业）主体”为特征，以首席竹产业专家和科技特派员为核心、责任林技员为骨干、农民

讲师团为基础的三级服务体系，科技培训“搭舞台”，较大提升了基层科技服务能力，其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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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民讲师团制度培养了一批懂技术、能经营、会带动的新型农民，让农民教农民的

实践，为山区农村技术传播提供了经验。

（3）注重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紧密结合。针对运输、采伐等成本较高等原因造成

的竹林效益低问题，龙泉市开展了以竹林机耕路为主的竹林基础设施建设。四年间通过

600 多公里竹林机耕路建设提升的低效竹林达 20 万余亩，为林农增收节支近 2000 万

元。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全市农户投入竹林道的资金为 280 多万元，自筹用

于竹林培育的资金近 4000 万元，是政府投入资金的 5 倍左右。

通过开展“龙泉市笋竹王擂台赛”等文化活动，激发竹农参与培育毛竹的积极性 ；

组建了 12 家笋竹农民专业合作社，“穿着短袖吃冬笋、小农闯出大市场”成为项目的一

大亮点，走出了一条山区竹产业化建设的新路子。

（3）有效地推动了县级财政增收。截至 2010 年底，全国 884 个试点县（市）合

计新增财政收入 157 亿元，平均每个试点县（市）财政增收 1776 万元。

（4）推进了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截至 2010 年底，各试点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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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2 个，平均每个试点县（市）建设各类科技服务平台 55.7 个。

专栏 7-8-2　千万头猪富民工程示范与推广

2006 年至 2008 年，在吉林省试点县公主岭市开展了“千万头猪富民工程示范与推

广”项目，2010 年，该项目得到国家滚动支持。通过项目实施，公主岭市科技富民强县

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政府政策助力生猪产业发展。公主岭市在土地、资金、环保等方面制定了 21

条优惠政策，实现最大限度的优惠。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千万头猪富民工程”

的实施意见》，把这项工作纳入各级领导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形成了分兵把口、齐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

（2）企研联动，科技拉长生猪产业链条。公主岭市与省内科研院所达成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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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搭建产学研互动合作平台。华正牧业公司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联合，投入

资金 800 多万元，研制开发肉类新产品，开发出冷却保鲜肉等五大品系四十九个品种，

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3）促进成果转化，创新提高生猪产业效益。公主岭市紧密依托吉林省农科院的技

术力量，开展了生猪饲养体系、环保型清洁生产体系、产品加工体系、科技服务体系等

四大体系的技术示范 ；重点进行了种猪繁育、仔猪培育、商品猪饲养等 18 项关键技术的

示范推广 ；形成了科学饲养、精深加工、技术服务等三个方面协调配合的完整链条。并

引进省外食品公司，共同开发生猪屠宰深加工，年屠宰加工能力达到了 400 万头。

截至 2009 年底，全市标准化养猪小区达到 275 个、生猪数 550 万头，与 2005 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20%、66% ；养猪业产值同比增长 77% ；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23%。公主岭市在省内的经济综合排名从项目实施前的第 11 位跃升至第 5 位，跨入吉

林省经济强县行列。

（九）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

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设立与实施，对保

持和提高中央级科研单位的开发研究实力和持续创新能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项资

金采用院所自主申报任务的方式有效支持了院所的改革和发展，确保了在专项资金管

理过程中始终从院所需求出发，促进院所的科研开发实力的提升及体制改革与创新。

1. 任务安排和执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合计安排专项资金 12 亿元，承担单位匹配自筹经费 23.65 亿元，

专项经费与自筹经费比例大约为 1∶2。立项数 1268 项，立项数逐年增加，平均每年

立项 253.6 项，每个任务平均经费额度 281.1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 94.6 万元，自筹经

费 186.5 万元。

 

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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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

图 7-9-1　 “十一五”期间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项目数

2. 2010 年度专项资金实施情况

2010 年度专项资金任务申报 318 项，立项 276 项，任务总经费 8.2 亿元。

立项的 276 个任务中，中央级转制院所承担 232 项；部委院所承担 26 项；工程

中心承担 18 项。

2010 年度参与立项任务研发的科研人员总数为 3558 人，其中高级研发人员 1685

人，占 47.3%。2010 年度任务的专项资金人均资助强度为 7.03 万元 / 人。

3. 实施效果

（1）支持科研院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大量专业人才

“十一五”期间，参加专项资金任务的科研人员共 14294 人，其中高级职称科研

人员 7969 人，达 55.8%。通过专项资金任务培养博士 169 人，硕士 734 人。

（2）提高科研院所技术开发实力，取得一批科技成果

“十一五”期间，发表论文 1447 篇，其中被 SCI、EI、ISTP 收录 230 篇；获得专

利授权总数 405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 155 项；制定各种技术标准 488 个；获得国

家级奖 5 项，省部级奖 5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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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专项资金的成果转让数 325 个，成果转让收入

2.6 亿元，创产值 128 亿元，出口值 7.7 亿元，创利润 22.5 亿元，创税收 10.4 亿元。

任务实施对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了带动作用，为提高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出了贡献。

专栏  7-9-1　聚合物水泥泡沫材料中试生产及标准的研究

2008 年，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承担“聚合物水泥泡沫材料中试生产及标

准的研究”。所研制出的高性能聚合物水泥泡沫保温材料为建筑行业增添了新型高性能保

温材料品种，填补国内外空白，经国家质检机构检验，综合性能优于目前的保温材料。

该研究符合国家节能减排产业政策，成果可大大降低建筑采暖和空调能耗，降低采

暖燃煤以及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可利用工业废渣（30% 左右），有利于循环经济

及可持续发展。

聚合物水泥泡沫材料保温干挂系统结构图

聚合物水泥泡沫材料保温系统剖面、实物图

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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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专项

2007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专项（以下简称“ITER

计划”），以履行我国参与 ITER 计划的各项承诺，全面掌握 ITER 计划产生的全部技

术成果和知识产权，凝聚和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工程人才队伍，推动国内核

聚变能源的研究与发展，提升我国核聚变能源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自主

设计、制造核聚变示范堆奠定坚实基础。

1. 全面参与 ITER组织的管理

作为 ITER 计划全权、平等的独立成员，我国积极参与 ITER 理事会决策，推动

ITER 计划执行，确保参与 ITER 计划的各项权益。组织第六届 ITER 理事会和《ITER

计划及核聚变科普展览》，对管理类、技术类、政策类文件进行审核，为理事会提出

决策咨询意见。2010 年，科技部牵头组团参加了 ITER 组织召开的 3 次管理咨询委员

会（MAC）和 2 次科技咨询委员会（STAC），以及相应的理事会下设筹备工作组、财

务审计委员会、核不扩散与出口控制、信息传播与知识产权管理、测试包层模块项目

委员会等理事会工作组会议；分别对 ITER 组织提交文件中管理类、技术类、政策类

文件进行审核，为理事会提出决策咨询意见。

全面介入执行层面管理，选派或推荐人员参与 ITER 组织管理层和技术层的工作。

截至 2010 年 11 月，ITER 组织现有中方直接雇员 21 人（其中 4 名管理人员，17 名

技术人员）。我方还派遣多名访问学者或合同任务专家赴 ITER 组织工作、学习。

按照 ITER 谈判结果，作为实物贡献，我国将承担 12 个采购包制造任务。目前

已经签署《环向场 TF 线圈超导磁体》、《极向场 PF 线圈超导磁体》、《校正场线圈》、

《馈线导体和校正场线圈导体》、《磁体支撑》等 5 个采购安排协议。

2. 总体安排

为配合 ITER 计划的全面实施，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核聚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科技部于 2008 年启动了 ITER 计划专项国内研究，内容涵盖 ITER 计划中国采购包前

期技术预研、国内研究装置的改造和扩建、核聚变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ITER 产氚

实验包层方案研究、ITER 关键技术的消化吸收预研、示范堆设计和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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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变堆第一壁材料、次临界能源堆设计及实验等。主要工作包括：①扩建中科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EAST 和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 HL-2A 装置；

②着手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并积极开展核聚变能相关基础研究工

作；③消化、吸收、全面掌握并创新发展 ITER 的关键技术；④发展 ITER 计划并未

涵盖，但今后核聚变能示范堆所需的关键技术。 

（1）项目安排

截至 2010 年底，ITER 计划专项国内研究在 ITER 超导导体及校正场线圈的设计

与关键技术研究、ITER 大型超导磁体系统馈线研究、聚变实验堆设计研究、电子回

旋二次谐波共振加热技术研究、聚变堆面向等离子体材料的基础研究、次临界能源堆

物理设计及相关实验校验研究、TBM 涉氚系统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

方向上设置的在研项目共 32 项。

截至 2010 年底，2008 年及 2009 年立项的 ITER 超导导体及校正场线圈的设计与

关键技术研究、ITER 大型超导磁体系统馈线研究、ITER 超导磁体电源系统设计研究、

面向高温等离子体第一壁工艺研究、ITER 中子屏蔽包层材料与工艺研究、高温等离子

体诊断系统和仪器研究、ITER 中国采购包标准化研究、ITER 国际高速专用数据网的

设计测试及构建、聚变实验堆设计研究、电子回旋二次谐波共振加热技术研究、先进

等离子体控制方法与实验研究等 19 个项目已全部启动实施，研究进展顺利。2010 年立

项的 HL-2A 上的 H- 模研究、  EAST 先进偏滤器物理研究、聚变堆面向等离子体材料的

基础研究、次临界能源堆物理设计及相关实验校验研究等 13 个项目已经启动实施。

（2）人员投入

参与 ITER 计划专项国内配套研究 2008、2009、2010 年度所设立项目的总人数

为 1254 人。

29.1%

30.6%

39.2%

1.1%

  高级职称 365 人

  副高级职称 384 人

  初中级职称 491 人

  在站博士后 13 人

图 7-10-1　ITER 计划专项国内研究项目研究人员构成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计划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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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费安排和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 2010 年底，ITER 计划专项国际部分现金贡献预算已执行 1.0480 亿元，国

内制造任务预算已执行 6.8 亿元。

3. 主要成效

（1）采购包制造进展顺利

2010 年是导体采购包制造的关键年，环向场（TF）和极向场（PF）导体采购包制

造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企业成功掌握了铌钛（NbTi）和铌三锡（Nb3Sn）超导股线及

TF 导体制造核心技术，具备工业化规模生产能力。11 月 10 日，ITER 国际组织（IO）

确认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合格股线供应商，标志着中方可以正式启动第二阶

段导体股线生产。根据采购包安排协议要求，我方加强了对承担单位的监督和管理。

专栏 7-10-1　固态增殖剂 TBM 设计研究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在 ITER 计划专项国内研究项目支持下，由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承担的固态增殖

剂 TBM 设计和技术可行性研究项目在模块本体及相应附属系统设

计研究、关键部件的工艺技术研究、各种功能材料的研发、制备与

性能分析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实验包层模块设计实现优化。大幅度降低了铁素体钢的质量。

针对更新设计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子学、热工水力学等数值模拟，附

属系统的更新设计。完成了从实验包层模块的实验目标到运行安全

方面的更新 DDD 报告，并获得 ITER 组织的认可。实现了铍小球研

制的技术突破，使中国成为除日本外掌握等离子旋转电极法制备铍

小球工艺的国家。

由于实验包层模块需要最终实

现工艺制造，并进行相关实验，涉

及很多的工程技术。目前 U- 型第一壁的成型工艺验证

件已经完成研制，并在“中国固态 TBM 技术研讨会”

上展示。代表中方提供的实验包层模块及附属系统的界

面设计文件获得 ITER 组织的确认。

采用 REP 方法研制的

Be 小球

HCCB TBM FW 验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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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院所、企业在委托研究、设计和非中方采购包中的参与

国内研究机构承担的 ITER 国际组织（IO）的协议任务（Task Agreement）均如

期完成或正按计划进度进行。在保证我国承担的采购包按时完成的前提下，我方积极

推荐中方企业承担 ITER 其他参与方的制造任务，如：俄罗斯采购中方导体包覆带，

欧盟采购中方 TF 实验导体等；还组织国内企业参与 ITER 国际组织（IO）全球招标

竞标，中国平安、太平洋财险成功成为 ITER 装置综合保险分包商。

这些成果扩大了我国研究机构和企业在 ITER 计划中的参与和服务面，有利于提

升我国聚变研究、工程技术水平和工程服务能力，为未来我国自主建设实验堆储备人

才、技术和管理、服务能力。

专栏 7-10-2　高温超导超大电流引线型超导磁体

馈线系统取得重要突破

高温超导超大电流引线型超导磁体馈线系统是 ITER 及未来聚变堆不可或缺的重要

系统之一。在 ITER 计划专项国内研究项目“ITER 大型超导磁体系统馈线研究”项目的

支持下，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借鉴 EAST 超导托卡马克制造和成功运行经验，开

展了对高温超导电流引线组件设计分析、加工测试等方面的探索，从材料选择、性能测

试到结构设计优化等等，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依靠 EAST 装置搭建了电流引线测试平台，并在 2008

和 2009 年分别开展了低温通电实验和稳态测试实验，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下了高

温超导电流引线实验的世界最高记录。

 

  ITER 69 kA 高温超导电流引线冷测试装置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计划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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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进预算执行管理

2010 年，我方克服国际进度延后影响，努力加快采购包预算执行进度，实现了

国际进度安排与国内进度安排相衔接、计划执行管理与预算执行管理相协调。2010

年 6 月，我方根据 ITER 计划修订后的总体进度及时申请延缓执行 2010 年部分采购

包制造预算。目前采购包预算执行涉及的国内采购任务合同已上报部批准。

（6）积极推进落实 ITER协议框架下的财税政策支持

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共同研究落实 ITER 计划采购包国内制造

的增值税减免政策，并研究制定减免税工作流程。进出口关税的减免工作也在稳步

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