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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中韩创新创业园中方工作推进机制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2016 年 4 月 29 日，中韩创新创业园建设中方工作推进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组织召开。

会议通报了前期工作情况，研究讨论了有关支持事项和政策措施，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上传达了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了

工作推进机制组成及相关规则要求。根据国务院的工作要求，科技部与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

签署了《关于创新创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围绕进一步推进中韩创新创业园建设，万钢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提升对中韩创新创业园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二是认

真研究提请支持事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支持推进力度；三是进一步支持四川创新发展，

统筹推进中韩创新创业园、成都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工作。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5 月 09 日）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何礼曼大使一行 

2016 年 5 月 4 日，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在部内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贸

易代表罗伯特·何礼曼（Robert Holleyman）大使一行。  

阴和俊副部长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依然面临人口、环

境、能源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阴和俊副部长高度评价了中美创新对话在增信释疑、

政策交流以及分享最佳实践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希望双方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就共同感

兴趣的议题进行对话。  

何礼曼大使赞赏中方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双方通过中美创新对话、中美清

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等平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双方应在激励创新、应对能源和环境等

全球性挑战、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最佳实践，开展互利合作。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2016 年 05 月 09 日 ）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靳晓明司长会见诺丁汉大学校长大卫·格林纳威 

2016 年 4 月 12 日，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靳晓明司长会见了诺丁汉大学校长大卫·格林纳

威一行，就中英科技合作、“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等进行充分交流。 中方表示当前中国

正在开展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致力于建立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

企业创造力。同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

环境，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靳晓明司长还指出，中英

关系正处在“黄金时代”，双方科技创新合作热情高涨，将在更多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并不断

创新合作机制。  

格林纳威校长认为中英在科技创新发展与规划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并介绍了诺丁汉大学

与中国的大学和企业开展深入合作的情况。诺丁汉大学在上海、深圳、广东、江苏等地建立

了联合研究中心，在新材料、低碳技术等领域与中方单位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格林纳威

校长表示诺丁汉大学在未来还将不断拓展与中国的合作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2016 年 05 月 05 日 ）  

首届“中国-安大略省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研讨会在加拿大多伦多

举行 

应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邀请，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负责人于 2016 年

4 月 26-28 日率团赴多伦多参加首届“中国-安大略省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研讨会。中方

详细介绍了中国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背景、布局和最新进展，

以及科技部近年来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共同实施科学家交流计划的成功经验。 

加方对中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与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办好将于 2016 年



7-8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安大略省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访问期间，双方还就首届交流

计划的具体安排和 2016 年度中国-安大略省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的有关进展情况交换了意

见，对未来双方在科普等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共识。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5 月 10 日） 

 

 

 “十二五”科普成就回顾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印发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以下

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等确定的科普工作任务，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科技部、财政部、中央

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 20 个部门参加制定《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

准》），建立《科学素质纲要》实施的监测指标体系，定期开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全

国科普统计工作，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和指导。 

 经组织专家研究，在部分省（市）试点测评，并广泛征求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界意见，

在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相关部门组织制定了《基准》，现已正式印发下达。国务院要求，

各地各部门认真组织党政机关干部、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城乡劳动者、部队官兵、学生及社

会各界人士等开展学习；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科研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社

会团体等要组织《基准》学习和培训活动；新闻媒体、网站要对《基准》进行广泛宣传，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形成鼓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4 月 18 日） 

 

2016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成功举办 

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 2016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

场活动，于 5 月 21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圆满闭幕。本届科技周以“创新引领 共享发展”为

主题，主场活动通过大型科普博览的形式，呈现了科技创新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展现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成果。 

北京科技周主场 200 余个互动体验项目共吸引了 8 万余人次到现场参观体验，3000 万

人次通过新华网、中国科技网观看主场活动直播、浏览新闻，通过“2016 北京科技周”、

“科技北京”、“科普北京”等微博微信参与互动。另外，体重指数测量仪、VR 虚拟现实

军事体验、超高清分辨率 10K 显示屏、航天员出舱虚拟体验、马来西亚虚拟钻井平台、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阳台菜园装备、全营养枸杞系列产品、翩翩起舞等 30 余个展项被

评为最受公众喜爱的科普项目。 

本届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吸引了个人、家庭、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组团前来参观；



参观者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安徽、四川、内蒙古等 10 多个省市区，很多

国外友人也前来参观交流。不同知识结构、年龄层次、地区和国籍的人们在科技周上汇集，

6000 平方米的场馆沉浸于火热的科技创新氛围之中，多种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12 个国家大型科学装置进入公众视野，其中包括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第三代同

步辐射光源之一——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科学装置。来自硬创

梦工场、369 云工厂、可可豆创新孵化平台、创业公社、歌华创意设计中心、健康智谷、优

客工场等 7 个在京众创空间及其 40 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展会上亮相。 

 “‘一带一路’科普驿站”展区从科普角度展示了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科普乐园展

示了“脑电龟兔赛”、“手舞 3D 重构桌面”、“乐动 VR 智能摇摆动感单车”、智慧城市

公交电子站牌、可穿戴的老年智能云报警器等近百项科技创新成果。 

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在新华网、中国科技网等主流新媒体开设北京科技周主场专题，进

行网络直播、点播和报道，共计发稿 300 余篇，3000 万人次的浏览量创历史新高。打造“2016

北京科技周”、“科普北京”微信公众号，公众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玩转”科技周，

8 天关注量超过 6 万余人，还有“今日热门资讯”、“吃喝玩乐在北京”等 36 家微博微信

相继报道，阅读评论量达到 60 余万次。打造“2016 北京科技周”微信公众号的“在线展厅”，

在科技周结束后，公众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在线展厅”，感受科技周的魅力，让科

技周“永不落幕”。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5 月 26 日）  

  

“十二五”科普成就回顾 

 

  “十二五”期间，科普人员队伍持续壮大，科普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进展明显，科普传播媒介形式多样，科普活动内容日益丰富。    

一、 公民科学素质逐步提升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事业向大众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5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6.2%，比 2010 年的 3.27%提高了近 90%，达到了原定

“十二五”末超 5%的目标，进一步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十三五”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工作基础。 

二、科普人员队伍持续壮大 

据最新《中国科普统计（2015 年版）》数据显示，科普人才队伍持续增长，全国共有

科普人员 201.23 万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4.71 人，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14.89%和

12.63%。其中科普兼职人员由 152.8 万人增加到 177.7 万人，全国注册科普志愿者从 2010

年的 239 万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337 万人。 

三、科普经费投入也稳定提高 

科普经费来源渠道仍以政府为主。2014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150.03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50.76%；政府拨款占 76.01%，比 2010 年的 68.42%提高了近 8 个百分点。全国人均

科普专项经费 4.68 元，比 2010 年增加 2.07 元，增长 78.97%。 

   四、科普场馆设施和参与科普活动人数持续增加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场馆建设力度加强，全国共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博物馆 1058

个，比 2010 年增加 244 个，增长 29.98%；参观人数共计 14106.93 万人次，比 2010 年增长

78.16%。每万人拥有科普场馆面积 53.32 平方米，比 2010 年增长 43.46%。 



    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5 年来我国新建改造实体科技馆 42 座，目前全国达标科技

馆总数 155 座，同时另有 50 多座科技馆在建；开发制作流动科技馆 220 个、全国科普大篷

车保有量 1071 辆，中国数字科技馆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 220 万；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

资金 3.46 亿元，实现全国 92 个科技馆的免费开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博物

馆由 2010 年的 555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724 个。国家级科普基地已超过 5000 个，国土、环

保、林业、地震、气象等科普基地蓬勃发展。 

    五、开放科研机构超过 6712 个 

    “十二五”期间，我国群众性科技活动异彩纷呈，2014 年公众参与科普活动人数超过

6.22 亿人次，向公众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数量超过 6712 个，比 2010 年增

长 33.3%。 

     科普活动还引来很多境外科普机构，2015 年科普日活动主会场内，来自美国哈佛大学、

瑞士大学、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等 23 个国家及澳门、台湾地区的 37 个科技组织带来 50 个互

动体验项目。     

六、科普网站增长至 2652 个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传播形式日趋多样，科普图书、科普期刊、广播电视科普

栏目等传统传播形式保持稳定，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增长，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

形式，全国科普网站达到 2652 个，比 2010 年增长了 24.7%。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3 月 0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