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8年，我省财政科技资金投入达129.94亿元，约为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130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658.3亿元，其中，企业研发投
入占比达80%。

2018年，我省拥有专业技术人才321万人，其中在湘院士76人，长
期在湘工作外国专家1367人。

2018年， 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8468.05亿元， 同比增长
14.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2%。

目前，我省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8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
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4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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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湖南成就权威发布

【答记者问】

创新驱动
可持续发展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负责人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9月17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七场湖南省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省科技厅党
组书记、厅长童旭东，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贺
修铭，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博彰回答了记者提
问。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
球性问题的“金钥匙”。请问湖南在创新驱动可持续发
展上开展了哪些工作？

答：一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2013年在全国率先实
施政府采购两型产品政策， 进一步提高生态效益在项
目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将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
纳入《关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省
的实施方案》和《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中。

二是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近五年来，在绿色技
术重点领域新组建了18个省重点实验室、13个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批“水资
源高效开发利用” 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9项。
启动实施区域性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工程， 近五年投入
2.2亿元，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黑臭水体治理、
洞庭湖生态修复等重点难点方面攻克一批关键技术。

三是全力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日前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支持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推进
水生态修复保护、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加强矿山综合
治理、加速产业绿色转型”等10条举措。

问：财政是如何加大力度支持我省科技创新，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财政科技支出达479.91
亿元，年均增长18.56%。探索运用事前补助、事后补助、
风险补偿、基金投入、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激励社会
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2018年，撬动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658.3亿元，增长15.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个百
分点；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81%，比上年提升0.13个百
分点，增幅居中部省份第1位、全国第5位。

科技创新重点领域财政支持效果加速显现。 一是
大力支持创新型省份建设，新增财政资金10亿元。支持
115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二是大力支持区域创新平台建设。如安排专项资
金2亿元支持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三年来连续
安排债券资金48亿元统筹用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岳麓山实验室等建设。三是大力支持重大科技攻关
和科技成果转化。安排专项资金2.04亿元，支持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实施新兴产业科技
攻关。制定出台《湖南省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的
通知》，2019年，拟奖补企业1767家，同比增长106%，已
兑现奖补资金6.13亿元，同比增长60%；首次兑现37所
高校科研院所奖补资金近2000万元。四是大力支持培
育创新创业主体。

科技领域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全速推进。 创新型省
份建设专项整合资金规模16.9亿元。 对省级科技发展
计划专项等资金实行全方位绩效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
运用到来年的预算安排。10月底前出台创新型省份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加快推进科技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力争10月底前出台具体办法。推进科研领域

“放管服”改革，每年8月初完成研发奖补等重点资金拨
付，9月底完成所有资金拨付。

问： 请问湖南省是如何发挥人才在促进科技创新
中的核心推动作用的？

答：一是坚持高端引领，打造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
伍。 如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共支持79名，9名领军人
才先后入选两院院士。

二是坚持以用为本，大力促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推动人才链和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对来自科研一线和企业的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条件，引
导科技人才融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科技人才发展环境。
创新科研投入、科技管理、收益分配、科研协同和政府
服务等机制， 从根本上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创新评审方式，不再将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等
作为申报省级科技人才项目和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
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

问： 近年来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试点
探索，取得了什么原创性改革经验？

答：在工作思路上，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
研发项目管理“小局”转变到创新驱动发展“大局”，形
成全链条式、便捷式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二是从支持
科研“小众”转变到服务创新创业“大众”，优化创新创
业生态；三是资源配置从“小投入”转变到“大投入”，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创新领域。

在工作方式上， 一是加快科技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深度融合。加强协同创新，大力实施“科技+”“+科技”，
与教育、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签订合作协议，设立科
卫、科教联合基金。加强顶层设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 聚集创新资源进行创新。 二是加快计划管理改
革。针对项目封闭式管理和碎片化现象，构建“三分离”

“五统一”的管理模式，实行全过程痕迹化管理，相关做
法获科技部高度肯定。湖南科研院所改革改制、率先支
持以专利使用权出资注册公司、率先实行两个“70%”
的创新激励政策等多项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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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9月1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七场，
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发布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成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在历届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湖南这一方红色热土创新潮涌。从学习与
独创相结合到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从提
出科教兴湘、 颁布实施全国首个创新型省份
建设纲要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强力推
进， 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到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全省科技事业方兴日盛，
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动力引擎和支撑。

70年来，湖南持续推动完善支撑创新的
基础条件，创新家底越来越厚。

标志性成果彰显湖湘创新力量。1954
年， 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株洲研制成
功。1956年，陈国达院士开创“地洼学说”，被
列入世界科学史年表。1973年， 袁隆平院士
开启的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在世界上率
先获得成功。上世纪70年代末，钟掘院士提
出的铝箔轧机单辊驱动理论突破国际传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韶山4型大功率重载货
运电力机车、东风8型内燃机车、大炮孔牙轮
钻机问世；在全国率先研发出体外授精和胚
胎移植技术及治疗丙型肝炎的中药新药；培
育出三倍体鲫、鲤和“双低”油菜、优质油茶、
杂交辣椒等新品种。进入21世纪，超高产杂
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中低速磁
浮、C/C航空制动材料等标志性创新成果相
继诞生，首条8英寸IGBT生产线、大口径隧
道掘进装备（盾构机）、“海牛”深海钻机、大
倾角离子注入机、永磁同步牵引电机等尖端
产品持续涌现。2016年至2018年获国家科
技奖励56项。 全省科技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

科技投入稳步增加。改革开放前，科技
投入主要来自政府投入。20世纪50年代，我
省每年政府科研投入约1000万元至2000万
元，省级科技事业费为500万元。2018年，我
省财政科技资金投入达129.94亿元，约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130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达658.3亿元， 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
80%。近10年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457个，投入资金11.7亿元。省委、省政府部
署实施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
出台支持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大研发的
财政奖补政策，激励引导效应和政策叠加优
势进一步增强。

科技人才队伍加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
期， 我省有自然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约0.4万
人。2018年， 我省拥有专业技术人才321万
人，其中在湘院士76人，长期在湘工作外国
专家1367人。周光召、陈能宽等老一辈科学
家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袁隆平数十
年如一日地攻关杂交水稻技术，侯振挺潜心
基础研究，陈火旺、李国杰发展中国计算机
研究，黄培云、黄伯云、何继善、卢光琇等一
批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
成就。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速完善。新中国成
立前夕，全省仅有3个研究性机构。新中国成
立以来，积极组建各类科研机构，建立起覆
盖重点产业和重大民生领域、多学科、多层
次的科研平台服务体系。目前，全省拥有省
属以上科研院所67个， 普通高校109所。建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8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14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家、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48家，长沙天仪研究院、湖南
先进传感与信息技术创新研究院等一批新
型研发机构应运而生，省级研发服务平台达
58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马栏山文创产业园等战
略平台在湘布局。积极创建岳麓山国家大学
科技城、国家生物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长沙、株洲、衡阳
3市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浏阳、资兴、湘阴3
县（市）获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成为辐射带动
区域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 � � �从“模仿创新”到“自主
创新”，创新基础不断夯实，
科技综合实力持续攀升

1

70年来， 我省高新技术产业从零起步持
续快速发展，不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科技成
果转化率也不断提高。

长沙高新区于1991年获批，目前全省已
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区和30个省级高新区。
2018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8468.05亿元，同比增长14.0%，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2%。 我省国家高
新区创新能力增长率居全国第2位。本世纪以
来，科技支撑引领产业发展作用进一步凸显，
工程机械独占鳌头， 世界50强中湖南占有3
席。 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总数达到4660家，
将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自创区龙头核心作用明显。 创造了广受
瞩目的“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长株潭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4年多来，加速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核心增长极，近
三年技工贸总收入、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均保持在15%以上，
连续高于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8个百分点左
右，成为建设“中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

的重要支撑。科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在总结成绩时，将长株
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列为全国三个快速增
长自创区之一。

创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 出台高新技术
条例、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不断优化创新供给， 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主
体潜能与活力。设立了一批天使基金、创投基
金，建设了“一站式”大型仪器和科研基础设
施共享服务平台，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 星创天地等双创服务载体273个。
成功举办五届创新创业大赛， 帮助参赛企业
获得创业投资超过15亿元，培训创业者2.5万
余名。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断提高。 进入新世
纪以来， 湖南省技术市场总体发展水平居全
国中等偏上水平。近年来，出台《湖南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化科技成果
“三权”改革，搭建潇湘科技要素市场等省科
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2018年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281.7亿元。

� � � �从“支撑”到“引领”，新动能培育持续加快，科技创新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2

70年来，湖南在服务脱贫攻坚、环境保护
和民生改善方面亮点频出， 科普工作也不断
加强。

从1986年起， 先后开展了面向贫困县、集
中片区、驻村建整等科技扶贫工作。党的十八
大以来，累计安排科技扶贫资金6亿余元，选派
1.3万人次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形成
了“科技人才撬动、科技项目支撑、特色产业带
动”的科技精准扶贫模式。2018年起，组建科技
专家服务团，对全省123个县市区全覆盖。

新中国成立后， 围绕危害人民健康最严
重的疾病开展防治研究，鼠疫、霍乱、天花等
恶性传染病已在全省绝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开始，对工业污染、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及

地方病病因等进行调查研究，80年代重点研
究解决草浆造纸黑液、 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
技术等重大环境科技问题。本世纪以来，以湘
江母亲河保护行动为重点， 突破重金属污染
治理、高效清洁冶炼等一批关键技术瓶颈，建
设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8个、 省级39个。
实现临床医学协同创新网络全省各市州全覆
盖，高血压、冠心病、恶性肿瘤群防群治成效
显著。气象灾害预警、输电线路融冰除冰、食
品安全监控、智慧交通等项目成果广泛应用。

2001年以来湖南连续举办19届科技活
动周。目前，全省建有省级科普基地200家，
并统筹科研基地、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形成了
普惠、开放、共享的现代科普体系。

� � � �从“支持小众”到“服务大众”，重大民生科技持续推动，
全省人民获得感有力提升3

70年来，我省国际科技合作能力不断增
强，优势技术沿“一带一路”加速“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与五大洲的70多个
国家以及十几个全球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
了双边、多边国际科技合作渠道。建立了国家
级和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6家，搭建了亚欧
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中意工业设计湖南中
心、中埃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等一大批国际
科技合作平台，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且具有国际
视野的国际科技合作人才和创新团队。

积极创新对外合作机制， 组织实施科技
援外项目和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组织举办
各类培训班30多期，培训学员近千人，推动杂
交水稻、油料植物、中小水电、眼科医疗等技
术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应用。推动
省内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等优势领域的创新
主体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 加速有核心技术
的优势产业“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
省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研发机
构200余家。

� � �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科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拓展，
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迈上新台阶4

� � � � 8月9日，一辆磁浮列车通过长沙磁浮快线浏阳河大桥段。（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数
说
】

� � � � 袁隆平院士在试验田观察超级杂交水稻。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