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与中日科技合作展望

许 倞

2017年4月



2

一、规划背景与目标指标

二、 “十三五”科技创新重要部署

三、中日科技合作展望

提 纲



战略目标
Strategic Target

Step 1:

By 2020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Enter into the ranks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Step  2:

By 2030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Enter into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Step 3:

By 2050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Become a world pow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年5月中国政府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The Outline of National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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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 
2030）

十三五 十四五 十五五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形成梯次接续的战略部署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制定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打造国家竞争优势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促进区域协同与开放创新

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



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形成独特优势，

建成若干一流高校院所和高水平创新基地

建成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创新要素顺畅流

动，创新治理更加科学，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初步形成创新型经济格局。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成

长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基本建成创新型社会。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亿万民众，高质量就业快速

增加;创新政策法规更加健全，创新创业服务更加高效便捷，科学精神

和创新文化广泛传播

具有较强的创新国际影响力。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和国际专利申请

位居世界前列，部分学科水平世界领先，在国际组织中的贡献大幅提

升

规划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特征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标志性指标

指 标
2015年
指标值

2020年
目标值

综合指标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位） 18 15

创新型经济

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2.05 2.5

科技进步贡献率（%） 55.3 60

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亿元) 9835 20000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万亿元) 22.2 3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0.9 1.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5.6 20

创新型社会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 6.2 10

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人年/万人） 48.5 60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6.3 12

科技创新
能力

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世界排名 4 2

PCT国际申请量（万件） 3.05 翻一番



WIPO《全球创新指数2017》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 

2017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联合发布《全球创新

指数2017》：

中国创新指数在127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22位，较去年提升3位

各分项指标中，中国的创新

投入指标排名第31位，创新产

出亚指标排名第11位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自2006年起，就开展了国

家创新指数的研究工作。《国家创新指数报告》借鉴了国

内外关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

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

方面构建了国家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

研究对象：选择了全球科技创新活动较活跃的主要40个国

家，其R&D经费投入合计占全球总量的98%以上

分析方法：以美国为对标对象，采用标杆分析法测算

数据来源：采用各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数据库和出版物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根据《国家创新指数报

告2015》，中国国家创新

能力在40个国家中排名世界

第18位，创新能力突出体现

在：

➢ 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

➢ 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 创新绩效明显提升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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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已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一）部署实施重大科技项目



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

智能电网

启动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京津冀环境
综合治理

能源领域 环境领域

智能制造和机
器人

重点新材料研
发及应用

先进制造领域

量子通信与量子
计算机

网络空间安全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领域

种业自主创新

农业领域

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

健康保障

生命科学和健康



鼓励自由探索，支持非共识项目
重大科学问题: 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
起源、意识本质等

持续加强基
础研究

14

（二）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量子信息、纳米科技、石墨烯、干细胞及转
化、合成生物学、氢能、燃料电池……

聚焦能源、生命、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
间和天文、海洋、地球系统和环境等领域，
支撑重大科学探索

支持重大颠
覆性创新

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



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技术 人口健康技术

（三）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
发展

生态环保技术

大气和土壤污染防治、水环境保

护、清洁生产、生态修复、化学

品环境风险防控、全球环境变化

应对

重大疾病防控、精准医学、生殖

健康、数字诊疗装备、体外诊断、

健康服务、药品质量安全、养老

助残、中医药现代化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煤炭资源绿

色开发、油气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

发、金属和非金属资源清洁开发与

利用、废物循环利用

生物育种、粮食丰产增效、海洋农

业（蓝色粮仓）与淡水渔业、农机

装备与设施、农林生物质高效利用、

智慧农业、智能高效设施农业

高效安全生态的
现代农业技术



发展众创空间，支持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培育创客文化

建立统一开放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提升面向创新全链条的

服务能力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

(四)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大力

发展股权投资、天使、创业、

产业投资

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

新挑战赛



（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加强科技资源

统筹协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支持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建设有特色

高水平科研院所



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

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

打造“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

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完善科技创新开放合

作机制，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创

新治理，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

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积极推动并牵头组织国际大

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难

题上贡献中国力量

（六）深化国际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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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科技合作概况

六十年代初，中日两国就开始了民间科技交流。1972年
中日建交后，双方建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并于1980年
5月签署《中日科技合作协定》

中日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
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是中日友好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建立了工作机制-联委会
➢资助了一批项目
➢在ITER、SKA、GEO等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中密
切合作

➢支持和鼓励地方合作和民
间合作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特别顾问冲村宪树先

生获得2015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国与日本双边
政府间科技合作项

目
2016年在该机制

下有30个项目获得

资助。

2017年计划在生

命科学、新能源、

机械工程等领域资

助30个项目，目前

正在开展招标工作

共同资助科学研究

科技部和日本科学技
术振兴机构联合资助

聚焦能源环境领域

2013年资助4个项目

2016年资助10个项目，
每个项目获得中方600
万人民币，日方3000万
日元

2017年将资助1个平
台建设和10个联合研究
项目，科技部资助4000
万元人民币，JST资助5
亿日元

科技部合作司—日本理
化学研究所合作项目

 2013-2014年，每

年资助5个项目

2016年资助10个项

目

2017年计划资助10

个项目，每个项目中

方提供300万元人民币

资助



中日科技合作展望

希望双方在中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

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框架下深化合作，共同

应对未来的挑战

新能源汽车，氢能与燃料电池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重大疾病防治，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

气候变化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