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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狠抓创

新能力、创新主体、创新

环境、创新人才建设，加

快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

共同体，积极承接京津

创新资源，加快推进“京

津研发、河北转化”，着

力打造多主体协同、多

要素联动、多领域互动

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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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2021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主

会场，一块块展板晒出燕赵大地上一个个闪

亮的创新“金字招牌”。

从近现代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

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再

到当代“中国天眼”的核心部件、飞驰神州的

“复兴号”、全球首款任意折叠柔性屏……历

史经验证明，前行的坐标和路径虽各有不

同，谋新求变的态度和精神却不约而同，河

北与其他地区一样，创新创造的基因一以贯

之，硕果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

亲自谋划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为河北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河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走上创新驱动发

展之路，推动河北经济实现内涵型增长和高

质量发展，全省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大幅提

升，多项指标在全国的排位稳步前移。

创新之路风雨踏征途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委、省政府大

力发动科技人员和群众，在工业上广泛开展

群众性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对原有

生产设备进行单项技术改造；在农业上大力

推广常规技术、优良品种和改良农具；先后

成立了河北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华全国

自然科学专门联合会河北分会，组织总结推

广群众科技工作经验，普及科技知识。

1956 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

号召，河北建立了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加

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

件，编制科技发展规划，初步建立了一批科

研机构和技术推广组织，科技工作逐步走上

有计划发展的轨道。

1968 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装

备、年产 245万吨原煤的邢台煤矿大型竖井

建成投产。

1969 年，武安县造纸厂首创用麦草浆

试制 35 克薄凸版纸，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

的一项空白。

1978 年 3 月，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

开。河北科技战线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解放思想，改

革管理体制，整顿科研机构，全面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建立起正常的科研秩序，各项工

作逐步步入正轨。

从 1979 年开始，河北省有组织、有计划

地依靠科学技术对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开

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开创了享誉全国的“太

行山道路”。

河北省于 1988 年开始实施“科技兴冀”

战略，并于 1995 年深化实施“科教兴冀”战

略，进一步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

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应用性科研

机构企业化转制和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分

类改革，提高科技的支撑能力、公益服务能

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为了研发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小麦

新品种，石家庄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出了

“冀麦 26 号”，于 199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

等奖。

1999 年召开的全省技术创新大会，确

定了河北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

产业化的指导思想。2002 年出台的《河北

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成为全国第

一部地方政府出台的开发区条例。

2006年 6月，全省科学技术大会对河北

“十一五”科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确定了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河北的战略

目标。河北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眼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河

北，全省科技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

2015 年，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意见》《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

推进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6 年，为深入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河北出台了《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建设

创新型河北的决定》，印发河北省科技创新

“十三五”规划。

2017 年，河北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科技

创新的若干措施》，狠抓创新能力、创新主

体、创新环境、创新人才建设，加快建设京津

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积极承接京津创新资

源，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着力打

造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省委、省政府成

立省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将科技创新纳

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出台

了《河北省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和《关于深化科技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多主体协

同、多要素联动、多领域互动的综合创新生

态体系日渐形成。

创新能力跑出“加速度”

2019年 9月，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

中心投入运营。在这里，既有世界首套新型

煤制天然气工业装置，也有中国第一条喷射

成形大截面高速钢规模化生产线，还有国际

领先的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

一批又一批创新成果正在闪耀燕赵

大地。

为加强对科技企业创新的支持，河北强

化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精准培育，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科技园区”全链条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

系。首批认定 34 家科技领军企业，以科技

领军企业为核心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圈，建立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

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以企业结构调整带

动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聚焦县域创新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按一套指标来监测、一把尺子来衡

量、一组举措来支撑、一批奖项来激励、一份

报告来指导、一支队伍来助力“六个一”工作

思路，提出了各县应重点抓好的 9个方面共

性任务，以及不同发展层次的县应抓好的 4

方面个性任务，有序推进县域科技创新跃升

计划，通过宣传培训、帮扶指导、奖励支持、

典型示范，极大调动了市、县党委政府和科

技部门创新工作的积极性，开创了县域创新

的崭新局面。

近年来，河北新建一批国家级平台、基

地，国家高新区总数达 5 个，在全国创新大

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 15个，国家级科技研发平台 17家；省级以

上科技研发平台 1211 家，是“十三五”初期

的 3倍多。

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获国务院批复（全国仅 6 家），示范区聚焦

“水源涵养功能不稳固、精准稳定脱贫难

度大”两大瓶颈问题，开展水源涵养能力

提升、绿色产业培育、乡村振兴推进、创新

能力提升四大行动，统筹各类创新资源，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城市群水源涵养功

能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承德模式”。

作为国家首个综合类技术创新中心，京

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于 2020年 12月获批

建设，针对基础研究“弱点”、技术研发“断

点”、协同机制“难点”，积极探索实施项目筛

选和成果转化加速机制，整合京津冀优势资

源，推动建立“核心+外延”的区域协同模

式，深化探索中心区域共建机制。

创新环境亮出“成绩单”

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

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创新离不开良好环境。

优化创新环境，道阻且长，但紧要处往往就

是需要走好那几步。

走好那几步，要破除障碍加油干。

对此，河北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计

划，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突破一批

“卡脖子”和“杀手锏”技术。对科技计划管

理进行颠覆性改革，重塑科技计划体系，革

新专项指南生成机制，再造项目评审机制，

真正实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定

科技“三评”、科研绩效、科研诚信等政策措

施，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高标准建设河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打

造科技改革试验田，以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整

合优势创新资源，坚持市场化运行，以“总

院+研发服务机构”的方式，研究院签约专业

研发和服务机构20家，大力开展技术攻关。

走好那几步，还要抓住重点全力干。

近年来，河北持续推进科技特派员工

作，并于 2020 年 11 月由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

度的实施方案》，将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

从农业延伸至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健全

科技特派员体系、壮大队伍规模、强化政

策支持，推动科技特派员成为全省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落实科技政策的工

作队、引导创新创业的领头羊；围绕解决

基层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

了培育乡镇科技特派员，从各乡镇（街道）

在编在岗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中选拔一

批立足服务本辖区基层科技管理的乡镇科

技特派员，打造一支“留得住”的乡镇科技

特派员队伍。

走好那几步，更要找准方向主动干。

自 2013 年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创立举

办以来，河北省坚持“赛马场上选骏马、市场

对接配资源”，积极围绕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的优秀项目，配置科技资源、搭建创新

平台、对接金融资本，并以全国首创的方式，

突破原有科技计划立项，奖金直接拨付企

业，助推一批科技企业和创新团队快速成

长，助力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加快落地。

此外，河北还主动谋划，精心打造了崇

礼论坛、科技创新辅导团、科普“百千万”行

动、院士大讲堂、科技成果直通车等科技创

新品牌，全省各地市均成立了科技创新工作

领导小组，提出各项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

形成了处处听到科技声音、闻到科技味道、

看到科技标识的浓烈创新氛围。

河北：一批批创新成果闪耀燕赵大地

河北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研发平台三年倍增计划，有力地推动了省级以上科技创新

平台快速发展。积极打造河北战略科技力量，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建设，承德

市获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总体情况

河北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由科技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河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陆续建

成运行。2018年、2019年连续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实现历史性突破。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情况

数据来源：河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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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高成长企业的“先手

棋”，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培育工程，一手抓以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为目标的

精准服务，一手抓以确保发展质量为目标的规范管理，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快速

增长。

高新技术企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