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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导读

“十三五”圆满收官，科技体制改革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
年来，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
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通过长图，一起感受
创新驱动发展释放的巨大能量和改革驱动创新激发的强劲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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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图
“十三五”科改成绩单

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起步之年，科技部准确把握新机遇新挑战，系统谋划新时
代科技发展新思路新举措，提出2021年科技工作十一项重点工
作，为“十四五”和中长期科技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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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新年伊始，全国

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21 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

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

之年，是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开局之年，

是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

科技创新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我国建设科

技强国进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这个

特殊节点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同样意

义非凡。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更是攻坚

克难的一年。我国首个新冠疫苗附条件上

市，“奋斗者”号实现了万米深潜，“天问一

号”正飞往火星，“嫦娥五号”已带回月壤，

在建的川藏铁路穿越崇山峻岭……科技界

砥砺创新，屡创佳绩。总体来说，经过五年

的努力，我国科技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更

加凸显了支撑引领作用，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等重大事件中进一步检验了应急应变

能力，在服务“两个大局”中进一步增强了

创新发展的信心和韧劲。

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进入新发展阶

段，我国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

求，科技“基础弱”“底子薄”和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的局面还未根本改变，科技发

展模式亟待调整，科技人员积极性尚未得

到充分激发，科技工作宏观统筹和战略聚

焦不够，科研项目管理机制尚需完善，作风

学风建设任重道远。

站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的

重要历史关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

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

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面向现代化建

设全局，把科技创新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新定位新目标新部署，

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历史性地将科技创新摆在“十

四五”规划各项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

立志高远，始于足下。科技工作会议

部署了 2021 年重点任务，为“十四五”和中

长期科技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会上列出

的“任务清单”，是向科技界发出的立足当

下、面向未来的动员令和冲锋号。构建新

发展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新气象，各级科

技管理部门要敢于担当，狠抓落实，拿出新

招实招，在关键点上发力见效。

“百围之木，始于勾萌；万里之途，起于

跬步。”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

精彩。科技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握新阶段科

技工作的新形势新使命，坚决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决策部署，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四个面向”，着力加强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

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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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 ，2021 年 全 国 科 技 工 作 会 议 在 京 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

议总结了 2020 年和“十三五”科技工作，部署

2021 年重点任务，为“十四五”和中长期科技

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

王志刚作工作报告，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黄卫主持会议。

王 志 刚 在 工 作 报 告 中 指 出 ，2020 年 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迈进创

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之年，是“十三五”收

官和“十四五”谋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的应急科技攻坚

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新的

重大决策部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科技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

新取得新进展。

王志刚说，一是围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在药物、疫苗、检测

试剂等领域取得一批务实管用成果，有力支

撑全国疫情防控。二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加强“从 0 到 1”

基础研究，建设 13 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全

面开展重大专项任务攻坚冲刺，一批前沿领

域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实施。启动建设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三

是面向长远发展加强科技创新系统谋划，按

照国家“十四五”总体部署，研究编制“十四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加强重点任务凝练，

完善科技规划体系布局。四是聚焦复工复

产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实

施“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开展成果

转化“百城百园”行动。深入实施科技扶贫

“百千万”工程，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污染

防治攻坚战。五是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

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总结评估，修订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开展基于信任的科学家负责

制、“揭榜挂帅”、经费使用“包干制”等科研

项目管理改革试点，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

动，围绕优化创新生态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出台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硬措施，构建科

技大监督格局，严肃查处一批科研不端行为

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六是扎实推进国际科

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务实开展对美科技交流

合作，联合制定中欧科研创新合作路线图，

举办中俄科技创新年，召开第二届中国—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支持在脑

科学等领域发起大科学计划。深入实施“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建设 19 家联合

实验室，基本建成一体化技术转移网络。

王志刚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事

业加速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治理形成新

格局，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在促进高质

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进一步凸显了

支撑引领作用。

数据显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 2015

年 1.42 万亿元增长到 2019 年 2.21 万亿元，

2019 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23%。基础研究

经费增长近一倍，2019 年达到 1336 亿元。技

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翻一番，2019年超过 2.2万

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

数显示，我国排名从 2015 年第 29 位跃升至第

14位。 （下转第二版）

2021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总结 2020年和“十三五”工作 部署 2021年 11项重点任务

1 月 4 日，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广东

韶关高新区管委会搬出了莞韶大厦。腾出来

的空间，用来打造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当天，盈保科技、秦钻智能、丹弗科技等一批

入孵企业签约入驻。

“可见韶关推动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

的坚定决心。”江苏伯克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飞博士说。

1 月 4 日，也是王飞在 3 个多月时间里面

第 5 次来到韶关。他和团队历时 11 年时间，

开发的全球第一款抗尘肺一类新药，即将完

成临床二期实验，将在今年提交新药批准或

者申请。“我们团队将有机会把新药带到韶关

来实现产业化。”他说。

韶关高新区管委会搬了出去，一批创新

企业走了进来。

盈保先进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成为领先的

新能源和绿色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

司现有高性能锂电池事业部和氢能事业部，研

发团队目前共10余人，其中有5名博士、3名硕

士。“基于公司核心专利技术研发的下一代锂

电池负极材料—新型硅颗粒，显示出独有的长

循环、高容量特点，使当前锂离子电池能量密

度提高20%。”公司副总经理卢文凯说。

华工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也进来了。该平台将根据韶关企业在产品与

技术开发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尤其是行业关

键技术，组织华南理工大学的技术团队与多

家制造业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记者在韶关了解到，包括莞韶大厦、韶关

客运站枢纽等近 20 万平方米的载体，均用来

打造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韶关高新区

电子信息创新创业基地、新材料创新创业基

地、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园、文化创意众创空

间、医药健康创新创业基地、科技综合服务中

心也揭牌成立，为创新创业“护航”。

韶关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系列举措，让

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杨军印象深刻。他说，

深刻感受到韶关市委、市政府走创新驱动发

展之路的决心坚定、信心满怀、干劲十足，韶

关未来的创新发展大有可为。

如今，韶关高新区管委会搬到了原韶关农

校旧址，简单装修后就进去办公了。这一举动

正不断引起外界的关注，正吸引着一大批创业者

奔向韶关。王庸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读

的大三学生，今年因为疫情来到广东创业。他

说：“韶关就是我的新起点，梦想从这里起航。”

“绿色是韶关的底色，生态是韶关的名

片，绿水青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和优势。”韶

关市委书记王瑞军说，“我们也认识到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之路是艰难的，创新的道路也面

临着诸多挑战，但是不走这条路没有出路。”

韶关韶关：：为创新创业腾空间为创新创业腾空间 高新区管委会搬家了高新区管委会搬家了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白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欧阳玉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潘伟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陈传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汪文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张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孙炜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库曼斯坦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钱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库曼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姜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于敦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徐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谈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赵永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林纳达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韦宏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林纳达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图为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场。
图片来源：科技部信息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

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韶关决定将高新区管委会从莞韶大厦

搬出来，把优质的空间用于创新创业，背后

是韶关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折射出韶关

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的坚定决心。

坚定决心，来自强烈的忧患意识。韶关

清醒认识到，目前处于发展的重要阶段，时

不我待，如果不积极引进创新资源、培育创

新环境，在千帆竞发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就会

处于被动，不断丧失发展后劲。

坚定决心，来自强烈的进取意识。韶

关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持续向好

的发展态势，只要坚定走创新驱动发展之

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就能不断把创新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把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实现韶关新一

轮的发展。

后发地区，尤需创新驱动。广东韶关处

于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某种角度而言属于

后发地区。但是，韶关之举，见微知著，让创

新发展有了源头活水，对后发地区具有一定

借鉴意义。

后发地区尤需创新驱动后发地区尤需创新驱动

短评

“2020 年 1—3 季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降幅收窄 36 个百分点，全年高新技术

企业报备数增长 57%，创历史最好成绩。”当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王炜公布这组数据时，所

有人都为之振奋。经过疫情的洗礼，湖北科

技事业越发透露出韧性和力量。

1 月 5 日，出现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

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的

“科技大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科技工作者迎难而

上。从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到疫苗附条件

上市，科技抗疫彰显中国速度；嫦娥五号登上

月球、“奋斗者”号载人深潜，中国科学家演绎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这一年，我们亲历了太多、见证了太多。

何以化解险阻？唯有科技创新。

以“增长”为关键词，
飘红的数字是对英雄的最
好褒奖

在湖北，全省科技战线手握科技利器打

了三场大仗，即全省疫情防控阻击战、疫后重

振民生保卫战和经济发展战。

去年 1 月 21 日，这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科研攻关，累计组织实施 27项国家级和 48项

省级项目，推动实现“四个率先”——“率先确

定并分离新冠病毒毒株、率先拿到灭活疫苗

临床试验批件、率先形成解剖观察报告、率先

支持恢复者血浆临床研究”，取得两种疗法、

三药三方、六种临床诊疗经验，研发十五种检

验检测产品上市。

之后，这里全面对接党中央出台支持湖北

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科技部支持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若干举措和新一轮部省会商

协议，承接国家科技政策、资金驰援……科技

驰援的效果，体现在王炜的讲话中：截至目前，

湖北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3.31%，纳入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企业数增长97%。

以“增长”为关键词，这些飘红的数字是

对英雄的最好褒奖。

山东人是务实的。本次大会上，第二个

发言的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对本省科技工

作在 2020 年取得的巨大进步避而不谈，而只

谈改革。唐波明白，唯有改革驱动创新，才能

激发出更大能量。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

点突破、纵深发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

得实质性突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最

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下转第三版）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代表亮出成绩单——

2020“科技大年”砥砺前行矢志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