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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美国能源部助理副部长到访科技部 

 

 2016 年 1 月 28 日，美国能源部助理副部长到访科技部，就中国与美国在清洁能源部长

级会议（CEM）机制下及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COP21）期间宣布的“创新使命（Mission 

Innovation）”倡议下开展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回顾了多年来在 CEM 机制下开展

的合作，并重点围绕将于美国举行的第七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7）和将于中国举行



的预备会（CEM7 Prep）的筹备情况交流了意见。双方还就 CEM 指导委员会及其下设工作组、

CEM 秘书处的设置，“电动汽车 2.0（EVI2.0）”倡议落实以及“创新使命”下一阶段工作等

议题交换了意见。 

（来源：科技部，2016 年 02 月 14 日）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会见 ITER 理事会欧盟代表团团长一行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午，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会见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聚变

能组织（ITER 组织）理事会欧盟代表团团长、欧盟能源总司副司长托马斯先生一行。双方就

ITER 计划现阶段执行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如项目长期进度、独立评估及第一等离子体时间等

深入交换了意见。阴和俊副部长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ITER 计划，并对各方在 ITER 计划共

同努力下所取得的瞩目成果表示了肯定。阴和俊副部长在会谈中强调，核聚变能源对环境和

未来能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ITER 计划在推动技术发展、促进政府间合作以及科学人

员交流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随后，双方深入交换了对 ITER 计划现阶段主要挑战和存在问

题的看法。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2 月 06 日） 

第二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资金资助方会议在京召开 

2016 年 1月 19-20 日，第二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资金资助方会议暨第一届资助方工作

组会议在京召开。来自金砖五国的代表近 40 人参会，会议由主席国俄罗斯代表主持。 

金砖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合作机制。近年来，金砖国家间科技创新合作取得

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为落实 2015年 3月在巴西召开的第 2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

2015年 7月在俄罗斯召开的首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资金资助方会议以及 10月在俄罗斯召开

的第 3 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精神，来自金砖五国各资金资助方的代表聚集北京，

共同探讨了金砖国家联合征集项目的重点领域、资金安排、资助原则、资助机制以及工作组

运行等重要内容并就多个议题达成了共识。 

会议商定金砖五国将启动联合征集项目，计划于年内发布首批项目征集指南。 

（来源：科技部网站，2016 年 02 月 06 日） 

 

 科技改革与创新 

科技部长谈科技改革与创新发展  

 2016 年 2 月 24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题为“科技改革与创新发展”发布会上，科技部部

长万钢透露，“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评

价等重大举措取得突破性进展；经过持续努力，我国重大成果和顶尖人才不断涌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步入“三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 

科技创新支撑国计民生 



 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正在推动新动能不断成长，促进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具体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新产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50.9%增加到 55.1%。二是战略高技术贴近民生进入市场，创造新市场新消费。 

四方面加强我国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首先是完善支持基础研究的

体制机制。第二是要强化前瞻布局。第三是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包括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中心，以及建立在企业的重点实验室。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基础研究

人才的培养。 

发展众创空间 服务实体经济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全国有近 500 个众创空间和

将近 700 个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产业园区形成了接续有序的创业生态。未来还要加快发

展众创空间、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一要引领众创空间越来越多地向实体经济发展；二是

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围绕主营业务方向开放市场资源、装备资源等和中小微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广大创客共同创新创业；三要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围绕优势专业领域建设众创空间，

开放科技资源、设备、人力资源，带领青年人创新创业；四要在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一批围绕众创的平台；五要引导社会成本投入，创造人才交流机制。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2月 25日） 

 

中国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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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7 日） 

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增长主要推动者 

 2015 年版《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2014 年中国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

的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015 年版《世界知识

产权指标》报告开篇明确表示，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的形势下，知识产权活动在世界大多数

国家仍强劲增长。中国是世界知识产权增长的最主要推动者，而且作用比以往更加显著。 

报告指出，2014 年全球共提交了约 270 万件专利申请，比 2013 年增长了 4.5％。中国

的专利申请量为 928177 件，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578802 件和 325989 件。 

 报告同时指出，2014 年共授权约 118 万件专利。全世界所持有效专利总共约为 1020 万

件，其中美国占 24.7％，日本占 18.8％，中国占 11.7％。根据报告，2014 年世界商标申请

量比上一年增长 6％。中国位居第一，共提交 222 万件申请，比 2013 年增长 18.2％。美国



和欧盟名列第二和第三位，分别为 471228 件和 333443 件。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中国

申请量为 564555 件，比上年下跌 14.4％，但仍居世界首位。其次为欧盟和韩国。2014 年植

物品种保护申请量比上年增长3.3％。欧盟共同体植物品种局受理的此项申请最多，共有3625

件，其次是中国和美国，分别是 2026 件和 1567 件。 

（来源：科技日报，2015 年 12月 16日） 

美国专家谈中国创新 

尽管与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中国已决心加快成为全球创新强国的进程。中国的创

新之路到底应该如何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中国商

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教授表示，中国创新的主要优势表现为三个方面，庞大的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强大的制造业。中美创新对话机制美方专家

成员、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丹尼斯·西蒙博士认为，中国的创新优势体现在五大方面： 一

是人才优势，中国高校培养出了未来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足量人才，中国工程领域的博士

数量也超过了美国。二是经费优势，中国创新的主要优势还在于有着充足的经费保证，中国

研发经费过去五六年实现每年超过 20%的增长。三是设备优势，中国现在还拥有着世界一流

的研发设备和设施。四是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五是巨大的市场优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

会（IEEE）计算机分会前主席、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国际科技政策和国际

事务副教授戴维·阿兰·格里尔博士表示，中国创造性人才不仅队伍庞大，而且具有全球视

野。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学者能到国外学习新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些思想带回了

中国。 

（来源：科技日报，2015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的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发布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5》在京发布。 

报告指出，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前 9 位依次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

天津、重庆和安徽，与 2014 年相比没有变化，同时福建省取代湖北省位列第 10。报告显示，

创新综合能力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从 2014 年的第 27 名跃升至 2015 年的

第 21 名，这主要得益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知识获取能力排名和创新环境排名的大幅度提升。

此外，贵州省和海南省的排名上升情况也较为突出。 

报告还指出，名次变化的情况说明，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创新动力多元，且保持相

对稳定；一些二、三梯队地区，创新能力比较依靠资源和投资驱动的模式，受到国际金

融危机和国内新常态发展模式的影响，出现下滑倾向。不过，这与地理位置关系不大，

一些地处西北的省份，仍然实现了创新能力排名的上升。 

目前，区域创新能力基本形成稳定格局：东部地区排名稳定，且领先地区的优势逐

渐扩大；中西部地区整体仍然偏弱，且呈周期性波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有待提升，

亟须激活创新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的综合排名已经连续两年整体性下滑，河

北省创新能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区域创新能力的分布存在一个“长尾”现象：



以江苏、广东为代表的领先省份，基本遥遥领先，但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即广大中西

部地区。一大批地区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阶段。这些地区科技要素基础薄弱，市场化水

平低，创新创业环境较差，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培育才能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型。 

（来源：科技日报，2015 年 12月 7日） 

 

中国迎来第四次创业浪潮 

《2015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指出我国正迎来第四次创业浪潮，学历

高、技能高、创业志向高的新生代创业者主导着创新驱动型创业。《报告》认为，自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已经出现过三次创业浪潮，第一次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 1984 年，第二次是在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第三次是 2002 年至 2004 年。2012 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第四次创

业浪潮，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每天新注册企业的数量平均都在 1 万户以上，全社会表现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极大热情。 

当前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动表现出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创业带动就业

作用日趋明显，技术创新引领创业潮流等八大特点。目前，大多数行业的城市创业活跃度高

于农村，且更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加快了就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创业主体日益多元化，

以大学生、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产业格局正在改变。调查显示，新生代创业者中

研究生和博士（含博士后）占比为 37.55%，新生代创业者普遍具有学历高、技能高、创业

志向高的“三高”特点，主导着创新驱动型创业。创业者经验丰富，工作几年再辞职创业者

的比例占到 91.8%。决定创业前，创业者对所创行业了解度达到 87.97%。调查显示，对“放

弃就业、选择创业”的选择满意度为 85.19%，不满意不到 1.5%。对大多数创业者而言，创

业作为人生难得的历练过程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 

（来源：科技日报 2015年 11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