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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变化与中国发展一、世界变化与中国发展

二、中国科技发展与挑战二、中国科技发展与挑战

三、对未来的思考与展望三、对未来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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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与中国发展世界变化与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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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

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市场化

科学探索、技术创新：科学探索、技术创新：

将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将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将成为整合全球资源的重要因素将成为整合全球资源的重要因素

将成为有效利用物质资源的关键将成为有效利用物质资源的关键

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全球变化全球变化 人类健康人类健康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55－－

1818世纪世纪 18481848年年 18981898年年 19481948年年 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起年代起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蒸汽机蒸汽机
••纺织机纺织机
••冶金技术冶金技术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蒸汽火车蒸汽火车
••蒸汽轮船蒸汽轮船
••铁路铁路
••建筑建筑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电气技术电气技术
••电报，电话电报，电话
••化工技术化工技术
••汽车汽车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石油石油
••飞机飞机
••制药制药
••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微电子微电子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生物技术
••新材料新材料

生产要素驱动型经济生产要素驱动型经济

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驱动型经济
创新驱动型经济创新驱动型经济

生产力增长生产力增长

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

2020世纪以来，科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世纪以来，科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促进了技术的创新，
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了全球化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了全球化
和知识化的进程，生物技术的革命将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变革。和知识化的进程，生物技术的革命将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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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来的成就年来的成就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年平均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9.4%9.4%；；

20072007年年GDPGDP：：24.661924.6619万亿元，万亿元，

位于美、日、德之后，世界第四；位于美、日、德之后，世界第四；

20072007年进出口总额：年进出口总额： 2.172.17万亿美万亿美
元元 ，世界第三；，世界第三；

20072007年外汇储备：年外汇储备：1.531.53万亿美万亿美

元，世界第一。元，世界第一。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GDP排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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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rewry Shipping Insight
社会进步社会进步

人才教育：人才教育：20072007年，全国高等、高中、初中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年，全国高等、高中、初中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2323％、％、
6666％和％和9898％，小学教育净入学率达到％，小学教育净入学率达到9999．．55％；％；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载人航天飞船、探月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世界第三个漫步太空载人航天飞船、探月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世界第三个漫步太空
的国家的国家 ；；

人口控制与健康：人口控制与健康：实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有实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有
效控制了人口增长，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断加大公共卫生效控制了人口增长，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断加大公共卫生

事业建设力度，人口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事业建设力度，人口健康素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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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0072007年人均年人均GDPGDP为为22802280美元，约美元，约

是日本的是日本的1/181/18；；

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

驱动，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创新驱动，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创新

在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在发展中起核心作用；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低。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排名（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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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rewry Shipping Insight

IMDIMD：：““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20082008））
国别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美国 1 1 1 1 1

德国 19 21 25 16 16

中国 22 29 18 15 17
英国 20 20 20 20 21

日本 21 19 16 24 22

法国 27 28 30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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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生态环生态环
境瓶颈境瓶颈

能源能源
瓶颈瓶颈

人口人口
瓶颈瓶颈

区域发区域发
展瓶颈展瓶颈

产业结产业结
构瓶颈构瓶颈

可持续可持续
发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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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总体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与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要服务业总体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与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要

求还不相适应求还不相适应 。。（美国约（美国约78%78%、日本约、日本约7373％、中国约％、中国约4040％）％）；；

中国仍处于全球经济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自主知识产中国仍处于全球经济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自主知识产

权少，出口产品智力附加值低；权少，出口产品智力附加值低；

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50％，美、日等发达国家仅为％，美、日等发达国家仅为55％左右。％左右。

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区域发展瓶颈区域发展瓶颈区域发展瓶颈
20002000、、20052005年各地区年各地区GDPGDP占全国比重占全国比重

东西部东西部发展差距大发展差距大

城乡间城乡间发展差距大发展差距大

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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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效率低，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大；

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9090年代中后期以年代中后期以

来我国单位来我国单位GDPGDP
能耗明显下降，能耗明显下降，

但速度减缓但速度减缓

中国每万元中国每万元GDPGDP能耗是能耗是

美国的美国的44倍倍

法国的法国的7.77.7倍倍

日本的日本的11.511.5倍倍

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能源瓶颈能源瓶颈能源瓶颈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环境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取得了一系列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环境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取得了一系列成

效，但环境问题还是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效，但环境问题还是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水、废气、废弃物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水、废气、废弃物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生态环境瓶颈生态环境瓶颈生态环境瓶颈

20062006年原油进口量年原油进口量

美国美国502.7502.7百万吨百万吨

日本日本208.7208.7百万吨百万吨

中国中国145.8145.8百万吨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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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到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到20302030年达到人口高峰约年达到人口高峰约1515亿；亿；

中国将出现中国将出现““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情况：的情况：

20072007年老年人口比例为年老年人口比例为7.97.9％，预计％，预计20352035年达到年达到2020％，老龄化％，老龄化

程度直逼日本，日本目前的比例是程度直逼日本，日本目前的比例是2121％；％；

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14％时，老年人口数量约为％时，老年人口数量约为18001800万；万；

20042004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约为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约为90009000万人，预计万人，预计20152015年将达到年将达到

1300013000万人；万人；

医疗总体水平较低，公共卫生问题频发（医疗总体水平较低，公共卫生问题频发（SARSSARS，禽流感）；，禽流感）；

食品卫生问题突出，需要加快建设符合世界卫生标准的食品质量食品卫生问题突出，需要加快建设符合世界卫生标准的食品质量

检测体系。检测体系。

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人口瓶颈人口瓶颈人口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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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

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资源相对不足

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

从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从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制约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制约

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

中国迫切需要科技的有力支撑中国迫切需要科技的有力支撑中国迫切需要科技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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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中国2003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年提出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

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改革和发展。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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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大瓶颈、实现科学发展突破重大瓶颈、实现科学发展突破重大瓶颈、实现科学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创造核心知识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创造核心知识

产权，创造世界品牌，创造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和产权，创造世界品牌，创造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和

高增值的服务；高增值的服务；

均衡协调区域发展：均衡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建设能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能源节约型社会：实现人均高生产率、高收益实现人均高生产率、高收益

率和单位率和单位GDPGDP低物耗能耗、低排放；低物耗能耗、低排放；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安全清洁的水、气、生创造安全清洁的水、气、生

活环境；活环境；

保障人口健康安全：保障人口健康安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防止重大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防止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再次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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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发展与挑战中国科技发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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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不断增加

20072007年年R&DR&D经费支出经费支出3710.23710.2亿元，是亿元，是19911991年的年的26.126.1倍；倍；

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20072007年年
R&DR&D经费中企业占经费中企业占2681.92681.9亿元，占总支出的亿元，占总支出的72.3%72.3%。。

20072007年，国有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年，国有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

卫生技术、教学等专业技术人员共约卫生技术、教学等专业技术人员共约22552255万人，是万人，是19781978年的年的

5.25.2倍；倍；

20072007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年，全国科技人员达454.4454.4万，是万，是19911991年的年的22倍；其中科倍；其中科

学家和工程师学家和工程师142.3142.3万人年，分别是万人年，分别是19911991年的年的2.62.6倍和倍和33倍；倍；

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科技成就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来的科技成就年来的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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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科技成就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来的科技成就年来的科技成就

1996年 2005年国别

论文数 百分比 论文数 百分比

美国 306270 33.9 420084 32.3

日本 70819 7.8 93748 7.2

中国 14654 1.6 76931 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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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世界专利
申请量 美国 38.2%

日本 12.9%
德国 12.9%
英国 4.9%
法国 4.5%
意大利 1.6%
加拿大 1.9%
澳大利亚 1.5%
韩国 2.1%
印度 0.4%
巴西 0.2%
中国 1.1%

世界专利申请量世界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WIPO, PCT Statistical Indicators Report Annual StatisticsWIPO, PCT Statistical Indicators Report Annual Statistics

中美日三国中美日三国SCISCI论文数及占世界总数的百分比论文数及占世界总数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源：美国Thomson Thomson ScientifieScientifie 公司：公司：ESI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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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神舟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七号载人航天飞行 曙光5000A超级计算机曙光曙光5000A5000A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

杂交水稻杂交水稻杂交水稻 三峡大坝三峡大坝三峡大坝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科技成就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来的科技成就年来的科技成就

青藏铁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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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科技白皮书科技白皮书》》

20072007年年R&DR&D经费支出经费支出3710.23710.2亿元，占亿元，占GDPGDP的的1.49%1.49%，而发达国家约为，而发达国家约为

2.72.7％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GDPGDP的的33％；％；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50％，而美国、日本等发％，而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仅为达国家仅为55％左右。％左右。

研发投入仍然较低研发投入仍然较低研发投入仍然较低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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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中国科技部，OECD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7/12007/1》》。。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

中国是人口大国，尽管中国是人口大国，尽管R&DR&D人员绝对数量较大，但是人员绝对数量较大，但是
每万人中的每万人中的R&DR&D人员数仍然很小。人员数仍然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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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论文 TOP1%高被引论文

总量 百分比 总量 百分比

美国 420084 32.3 4676 55.1

日本 93748 7.2 603 7.1

中国 76931 5.9 304 4.0

国别

20052005年中美日三国高被引论文数及占世界总数的百分比年中美日三国高被引论文数及占世界总数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源：美国Thomson Thomson ScientifieScientifie 公司：公司：ESI ESI 

高质量论文与发达高质量论文与发达

国家存在差距；国家存在差距；

中国依然缺乏国际中国依然缺乏国际

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科学家；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

物理奖物理奖 化学奖化学奖

益川敏英益川敏英 小林诚小林诚 南部阳一郎（美）南部阳一郎（美） 下村修（美）下村修（美）

物理奖物理奖 物理奖物理奖 化学奖化学奖

化学奖化学奖经济奖经济奖

Roger Y. Roger Y. TsienTsien （美）（美）

二位日籍科学家获诺奖二位日籍科学家获诺奖

五位美籍科学家获诺奖五位美籍科学家获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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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

科学研究与高等科学研究与高等
教育有机结合教育有机结合

军民结合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寓军于民

各具特色和优势各具特色和优势
有机组合各类科有机组合各类科
技力量技力量

社会化网络化，社会化网络化，
有效促进知识有效促进知识
成果转移转化成果转移转化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框架总体框架

————胡锦涛主席，胡锦涛主席，2006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年全国科技大会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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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 国家安全 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进步

政府政府

国家研究机构国家研究机构 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

企业研发组织企业研发组织

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

• 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 创造良好环境并保持投入

• 评估实施绩效等

•• 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 创造良好环境并保持投入创造良好环境并保持投入

•• 评估实施绩效等评估实施绩效等

主导作用主导作用

• 自由探索科学研究

• 重大科技创新研究

• 人才培养

•• 自由探索科学研究自由探索科学研究

•• 重大科技创新研究重大科技创新研究

••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 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科学技术研究

• 知识传播和和技术转移

• 人才培养

•• 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研究

•• 知识传播和和技术转移知识传播和和技术转移

••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骨干与引领作用骨干与引领作用

• 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

研究和产品开发
•• 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

研究和产品开发研究和产品开发

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市场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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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化1616大专项大专项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位置；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位置；

推进符合发展规律的科研院所体系建设；推进符合发展规律的科研院所体系建设；

建设能支撑现在发展，引领未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能支撑现在发展，引领未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

软件和集成电路、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音视软件和集成电路、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音视

频、新型元器件、信息安全、生物医药、现代中药、生物医学频、新型元器件、信息安全、生物医药、现代中药、生物医学

工程、生物质工程、民用飞机、卫星应用、新材料、新能源、工程、生物质工程、民用飞机、卫星应用、新材料、新能源、

现代农业、节能减排。现代农业、节能减排。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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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改革与发展历程

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
Knowledg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Innovation Program

产生了属原中产生了属原中
央研究所，北央研究所，北
平研究的专门平研究的专门
研究机构研究机构

19491949年以前：年以前：

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萌芽阶段萌芽阶段

19491949－－19661966：：
创建与快速发展阶段创建与快速发展阶段

19661966--19761976：：
冲击停滞阶段冲击停滞阶段

19771977--19971997：：
调整发展阶段调整发展阶段

19981998年以后：年以后：

新的快速发展阶段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ⅠⅠ ⅡⅡ ⅢⅢ ⅣⅣ ⅤⅤ

新中国：新中国：

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成立；

各研究所建立。各研究所建立。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科技工作受到科技工作受到

冲击；冲击；

部分研究机构部分研究机构

被撤并。被撤并。

中国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恢复重建；恢复重建；

调整发展方针。调整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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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阶段

8个知识创新基地

启动阶段

8个知识创新基地

全面推进阶段

80余个研究所

全面推进阶段

80余个研究所

创新跨越持续发展阶段

大幅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跨越持续发展阶段

大幅提高创新能力

1998－2000 1998－2000 2001－20052001－2005 2006－20102006－2010

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于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于19981998年年66月批准中国月批准中国

科学院进行科学院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知识创新工程最主要的目标：知识创新工程最主要的目标：形成和保持强大的国家知形成和保持强大的国家知

识创新能力识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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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数学

物理学物理学

化学化学

天文学天文学

地学地学

生物学生物学

新技术新技术

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能源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技术

物质科学与先进制造物质科学与先进制造物质科学与先进制造

海洋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与技术

天文和空间科技天文和空间科技天文和空间科技

资源、环境与生态资源、环境与生态资源、环境与生态

数学、力学与系统科学数学、力学与系统科学数学、力学与系统科学

大科学工程大科学工程大科学工程

重大交叉学科前沿重大交叉学科前沿重大交叉学科前沿

信息信息

空间空间

先进能源先进能源

先进制造先进制造

人口健康人口健康

先进工业生物先进工业生物

现代农业现代农业

生态与环境生态与环境

资源与海洋资源与海洋

交叉与前沿交叉与前沿

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

5050年代至年代至8080年中期年中期

按学科分类部署按学科分类部署

20002000年年
选择的重点领域选择的重点领域

20052005年年
确定的重点领域确定的重点领域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方向调整方向调整

纳米纳米

新材料新材料

调整科技布局调整科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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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4年实施年实施 ““百人计划百人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海外、以，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海外、以

吸引和培养跨世纪高层次学术带头人为目标的人才计吸引和培养跨世纪高层次学术带头人为目标的人才计

划，划，至至20072007年底，累计支持优秀青年人才年底，累计支持优秀青年人才13311331人。人。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结合，形成了以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结合，形成了以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为核心、覆盖全院研究所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院研究生院为核心、覆盖全院研究所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两段式研究生教育模式，特色的两段式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生规模快速发展，研究生研究生规模快速发展，研究生

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41961

11044

0

12000

24000

36000

48000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在学研究生数  Grads at school

4196141961

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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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绘制完成率先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11％测序％测序

率先研制成功率先研制成功““龙芯龙芯””系列通用系列通用CPUCPU芯片芯片

研制成功研制成功““曙光曙光””、、““深腾深腾””系列超级计算机系列超级计算机并实现大规模应用并实现大规模应用

成功解决成功解决青藏铁路建设中的冻土路基青藏铁路建设中的冻土路基等关键技术等关键技术

圆满完成圆满完成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程应用系统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程应用系统及相关任务及相关任务

建成世界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建成世界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重要科技创新成果重要科技创新成果

在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研究方面，在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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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功能晶体、激光物理、高温超导、生命进化和有机分先进功能晶体、激光物理、高温超导、生命进化和有机分

子簇集等子簇集等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量子信息、神经科学等量子信息、神经科学等取得重要进展取得重要进展

基因组测序与研究基因组测序与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纳米科技纳米科技在世界前沿占有重要一席在世界前沿占有重要一席

最小的唐诗书法

重要科技创新成果重要科技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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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思考与展望对未来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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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

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重点跨越：重点跨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

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

支撑发展：支撑发展：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引领未来：引领未来：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造新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造新

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型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型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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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致力于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

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规模产业化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规模产业化

致力于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作用致力于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作用

引领国家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引领国家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支撑国家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支撑国家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知识创新工程未来发展展望知识创新工程未来发展展望知识创新工程未来发展展望

引领与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引领与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布局合理、四个一流，和谐有序、竞争向上，开放合作、布局合理、四个一流，和谐有序、竞争向上，开放合作、

引领发展引领发展””的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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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构建各体系之间的协调联营造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构建各体系之间的协调联

动关系；动关系；

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

形成科技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的新的发形成科技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的新的发

展机制。展机制。

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部教育部 科技部科技部 财政部财政部 发改委发改委 国资委国资委 证监会证监会

民办民办 民营民营 社会资源社会资源 私人资本私人资本 外国投资外国投资

银行证券银行证券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生产工艺生产工艺

产品研发产品研发

高新技术高新技术

应用基础应用基础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

自由探索自由探索

生产力诸要素生产力诸要素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
诸要素诸要素

大学大学

科学院科学院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科研机构

企业企业R&DR&D

产业集团产业集团

投资银行投资银行

基础和生力军
技术创新主力军与与大学合作：大学合作：共建联合研究中共建联合研究中

心，联合承担国家科技任务，心，联合承担国家科技任务，

联合培养青年人才；联合培养青年人才；

与与企业合作：企业合作：共建联合工程中共建联合工程中

心，共同承担研发项目；心，共同承担研发项目；

密切高科技企业与社会要素结密切高科技企业与社会要素结

合：合：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促进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促进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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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

人类：人类：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传播先进科学思想，弘扬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传播先进科学思想，弘扬

科学精神，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科学精神，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

化交融；化交融；

国家：国家：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共享科学知识、信息和科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共享科学知识、信息和科

技成果，有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技成果，有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科技：科技：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

同提高，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同提高，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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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达国家科技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

国际科技组织国际科技组织
加强与国际科技组织的联系，扩大国际影加强与国际科技组织的联系，扩大国际影

响，提升国际地位响，提升国际地位

与各国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建立长与各国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务实的科技合作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务实的科技合作

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扩大人员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扩大人员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与国际科技界合作中国科学院与国际科技界合作中国科学院与国际科技界合作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与50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企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企业

和重要国际组织签署了和重要国际组织签署了181181个合作协议；个合作协议；

在国际科技组织任职人数达在国际科技组织任职人数达800800余人；余人；

年国际交流量达两万余人，来访人次已超过出访人次；年国际交流量达两万余人，来访人次已超过出访人次；

年举办国际会议年举办国际会议300300余个。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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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

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相互依存日益密切。

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越来越需要科技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越来越需要科技的支撑。

平等互利的国际科技合作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平等互利的国际科技合作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

势和要求。势和要求。

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诸多重大瓶颈和挑战，尤其需要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诸多重大瓶颈和挑战，尤其需要

科技的支撑和引领。科技的支撑和引领。

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但还远不是科技强国，中国的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但还远不是科技强国，中国的

发展任重道远。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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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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