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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中以扩大科学与战略研发合作基金规模 

2015 年 12月 14 日，以色列科技与空间部部长奥菲·阿库尼斯与中国科技部部长万

钢签署协议，将“中以科学与战略研究开发基金”扩大到 600 万美元。其中以色列投入

100 万美元，中国投入 500 万美元。 

该合作基金将主要资助脑科学、纳米技术、3D打印、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计算

机科学、人口老龄化、智慧城市等领域的联合科研项目。 

中以于 1995 年设立“中以科学与战略研究开发基金”，基金规模为 250 万美元，资

助双方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2011年双方签署加强科技合作联合声明，启动了新的规模

为 100 万美元为期两年的合作计划。截至 2014 年，共支持了 30 个联合研究项目。联合

研究的领域涉及新材料、农业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工程、水处理、纳米材料等。 



（来源：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2015 年 12 月 16 日） 

中国－马其顿政府间深化科技合作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马其顿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第 4 届例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中方通报了中国现阶段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及国际科技合作的有关情况，介绍

了中国政府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的一系列举措。马方介绍了其科技创新发展战

略、卓越人才战略、科研体系和科技发展情况，并通报了其国际科技合作相关情况。双

方一致认为，随着中马双边科技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今后应在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推

动开展更大规模的科研项目合作、鼓励科技型企业开展创新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双方总结了委员会第 3 届例会项目的执行情况，讨论并通过了新的双边政府间科技

合作计划。双方拟共同支持 9 个项目，涉及农业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地震学、土木

工程等领域。会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

第四届例会议定书》。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2016 年 1 月 12日）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出席 2016 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 

 由以色列经济部、中国科技部联合主办的 2016 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于 2016 年 1 月 4

日-6 日在北京顺利召开。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出席了 1 月 5 日举行的大会开幕式并发表演

讲。以色列国家基建、能源和水资源部部长尤瓦·斯坦尼兹等外方代表出席了会议。  

 阴和俊副部长在讲话中表示：“以色列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创新国度之一，创新创业氛围

浓厚，无论是创业公司密度、研发投入强度，还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比例，均居全球

首位，中国一直把以色列作为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

动下，中以创新合作已进入全面发展、快速升华的黄金时期。未来，中以双方还将继续保持

密切沟通和积极合作，在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框架下，引导两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中以创新合作中来，共同打造中以

创新合作的新增长点和新亮点。” 

 此外，阴和俊副部长还会见了以色列国家基建、能源和水资源部部长尤瓦·斯坦尼兹。

双方就加强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储能、可替代石油、水资源利用、网络安

全等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2016 年 1 月 15 日） 

 

 中国科技经费投入和使用状况 

 

中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2014 年中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及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 

一、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情况 

2014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13015.6亿元，比上年增加 1169.0



亿元，增长 9.9％；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05％，

比 2013 年提高 0.04 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

支出为 35.1万元，比 2013 年增加 1.6万元。 

按活动类型统计分析，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 613.5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0.6％；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1398.5 亿元，增长 10.2％；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11003.6 亿

元，增长 9.8％。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

的比重分别为 4.7％、10.8％和 84.5％。 

按活动主体统计分析，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 1006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政

府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 1926.2 亿元，增长 8.1％；高等学校经费支出 898.1 亿元，增

长 4.8％。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77.3％、14.8％

和 6.9％。 

按产业部门统计分析，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过 500 亿元的行业大类有

7 个，这 7 个行业的经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比重为 61.1％；研

发经费在 100 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超过了规上工业平均水平的

行业大类有 10 个。 

按地区统计分析，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最多的 6 个省（市）为江苏（占

12.7％）、广东（占 12.3％）、山东（占 10％）、北京（占 9.7％）、浙江（占 7％）和上

海（占 6.6％）。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 8 个省（市）。 

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2014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 6454.5亿元，比上年增加 269.6亿元，增长 4.4％；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4.25％。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为

2899.2 亿元，增长 6.3％，占财政科技支出的比重为 44.9％；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为 3555.4

亿元，增长 2.9％，占比为 55.1％。 

 (来源：科技日报，2015 年 11月 24日) 

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使用和管理状况 

2014 年中国研发投入继续提高。在万亿元科研经费中，企业占比达到 77.3%的新高。 

统计表明，2014 年企业有 422.3 亿元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比例并不高，约占 4%。

据《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3015.6 亿元，比上年增加 1169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已连续两年超过 2%，且呈持续上升

态势。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77.3％、14.8％和

6.9％。企业支出研发经费 1006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增速分别比政府所属研究

机构和高等学校高 2.8 个和 6.1 个百分点；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为 84.2%，比

上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1 月 8 日）  

2014 年中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比 2013 年增长 37% 



科技部发布的 2014 年度中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科普经费投入明显增

长，中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 4.68 元，比 2013 年增加 1.27 元。 

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科普事业保持平稳发展。全国科普人员数量稳定增长，2014

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201.23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1.72%；全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4.71 人。科普经费来源仍以政府为主，2014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150.03 亿元，比

2013年增长 13.49%；科普经费中的社会捐赠大幅增长，超过 1.6亿元，比上年增长 66.05%。

科普场馆建设继续加强，截至 2014年底，全国共有科技馆 409 个，科学技术博物馆 724

个，分别比上年增加 29 个和 46 个。数据还表明，科普传播媒介日趋多样，科普活动成

为提高公众科技意识的重要途径。 

统计显示，全国科普工作部分指标出现了减少的现象，例如，2014 年全国科普创作

人员 12929 人，比 2013 年减少 1550 人；全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科普（技）总时长

较 2013 年均有所下降。研究人员分析，前者的变化与兼职和业余从事科普创作人员的增

加有较大关系；而后者则与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科普传播的大幅增长有密切关系。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5 年 12月 08 日）  

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体系初步建成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负责人介绍，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改

革，国家财政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将更加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更加符合科技创新

规律，更加高效配置资源。每年中国有近百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和专项，涉及近千亿元资金，

由近 40 个部门进行管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出台以后，国家对此进行了改革、整合、调整，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条块分割、重复浪

费、撒“胡椒面儿”等状况。 

 国家将科技计划全面整合成五大类，分别是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

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这五类各有侧重点，比如自然科学基金

侧重对自由探索的支持；重大专项主要是集中力量解决国家重大战略产品等需求；重点研发

计划着力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和重大科技问题；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则是

激励企业加大自身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而基地和人才专项则为整个科研过程

提供了条件保证等等。 

 新的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体系初步建成，其标志或者说核心在于“一个平台、三根

支柱、一个基础”。其中，“一个平台”是指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参加的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三根支柱”分别指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专业机构以及监督、评估

与动态调整机制。 “一个基础”主要是指建设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它将大幅提高立项、报

送、审核、查重等环节的效率，并可以缓解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