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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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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脱贫攻坚和基层
创新特色鲜明。湖南省科技扶贫
工作始于1986年， 面向全省29
个贫困县开展。1991年，调整为
积极配合抓好井冈山片5县的
科技扶贫工作，1996年设立科
技扶贫专项资金，1997年开始
开展“驻村建整”。近年来，共选
派1.3万人次科技特派员和“三
区”科技人才、51个科技专家服
务团深入扶贫一线， 实施了湘
西科技开发、 科技支撑县域经

济发展、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等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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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服务环境保护和重大
民生改善亮点频出。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我省重点研究解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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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众多成果。本世纪以来，以实
施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行动为重

点，突破重金属污染治理、区域
循环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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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 省级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47个。实施重大疾病
协同防治科技创新工程，实现临
床医学协同创新网络全省各市
州全覆盖。气象灾害预警、输电
线路融冰除冰、 食品安全监控、
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项目取得
的成果已广泛应用。

科普工作不断强化，全民科

学素养不断提升。上世纪80年代
初期， 科普工作侧重点是农村，
随后扩展到城市，逐步深入到社
区和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科
普面向广大青少年和各级领导
干部，院士、学者走上讲台，宣讲
科学知识， 作科技形势分析报
告。我省科技活动周自2001年正
式举办以来， 连续举办了18届，
已经成为了科普工作的品牌。全
省建有省级科普基地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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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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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力显著提升 。2000
年，全省科技综合实力排名全国
第14位，科技进步对全省国民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2.5% 。到
2017年，全省创新综合实力上升
到第12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到55.9%。

科技投入稳步增加 。1978
年， 全省科研经费为3400万元，
省级科技事业费为2389万元。
2017年，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
568.5亿元。去年以来，围绕2020
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超过1000
亿元、 占GDP比重达到2.5%的目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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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了企业新增研发投入奖补等政
策措施， 推动全省研发投入迎来
突破性增长， 投入强度提升到
1.68%，2017年的研发经费增量与
“十二五”时期的增量基本持平。

科技成果凸显成就。超高产
杂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
车、中低速磁浮等标志性创新成
果领跑世界；C/C航空制动材料
打破了美、英、法三国在该技术
上对我国的封锁；建成了国内首
条8英寸 IGBT生产线； 研制出

“海牛”深海钻机、大倾角离子注
入机、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大容
量石墨烯电容等尖端产品；在全
国率先研发出体外受精和胚胎
移植技术、治疗丙型肝炎的中药
新药；培育出三倍体鲫、鲤及“双
低”油菜、优质油茶、杂交辣椒等
生物新品种。

科技人才队伍加速壮大。
1978年，全省有科技人员17.83万
人， 其中相当一部分还不在科研
单位或不从事科研工作； 到2017
年，全省科技人员总数达到179万
人，增长了9倍。拥有袁隆平、黄伯

云等一批享誉中外的科学家，“两
院”院士总数增至82人。

科研条件明显改善。上世纪
50年代初， 全省仅有3家科研型
机构。到2017年，形成了以18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14家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3家国家级临床
医学中心为龙头，拥有省级研发
服务平台58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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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水
资源研究和利用合作中心等国
际科技合作平台，在服务“一带
一路”倡议、推动湖南优势成果
“走出去” 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
用。

科技综合实力不断跨越新台阶，有力地增强了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领跑者。1988年国家着
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
沙高新区便开始创建并于1991年
获批，目前全省已拥有8个国家级
高新区和25个省级高新区， 成为
创新要素最密集、 发展最活跃的

区域。2017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实现增加值8120亿元，较2007年
增长9.7倍，占GDP比重也从2007
年不到10%提高到23.5%。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继2016年突破2000
家后，2017年又突破3000家，达
到3153家，净增941家，和整个“十

二五”时期增加数持平。今年有望
突破4500家。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成为经济
发展新的推动器。 全省建成各类科
技企业孵化器74家， 省级以上众创
空间157家。建成“一站式”科研设施
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入

网仪器1万余台套， 价值45亿元，已
为企业和社会用户节约成本10多亿
元。 成功举办四届创新创业大
赛，帮助参赛企业获得创业投资
超过8亿元，获得贷款授信超过5
亿元，培训创业者2万多名。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比率不
断增大。2017年湖南省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到203亿元。

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

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社会进步和重大民生改善，人民的获得感显著提升

湖南创新综合实力
居全国第12位
●科技人员总数40年增长了

9倍
●拥有18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14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7年，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增加值8120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
办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12场新闻发
布会， 省科技厅发布了湖南科技创新发展情
况。40年来， 湖南不断提升科技改革发展战
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法规，全省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 为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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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贺修铭介
绍，湖南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到2017年全省
创新综合实力上升到全国第12位，科技进步
贡献率提高到55.9%。科技成果凸显成就，取
得了超高产杂交稻、 超级计算机、 超高速列
车、 中低速磁浮等一系列在国内外有重大影
响的创新成果。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到2017
年全省科技人员总数达到179万人， 比1978
年增长了9倍。科研条件明显改善，到2017年
拥有18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4家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3家国家级临床医学中心、589
个省级研发服务平台。 今年又举全省之力创
建创新型省份，已正式获批。

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显
著增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目
前全省已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区和25个省级
高新区。2017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
加值8120亿元，比2007年增长9.7倍。全省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2017年突破3000家，今年有
望突破4500家。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11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在

长沙举行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
40年第12场新闻发布会，省科技
厅发布了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成
就。

40年来，自主创新的种子在
三湘大地生根发芽，全省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为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动力引擎和支撑。 超高产杂交
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等
世界级成果，成为闪耀着自主创
新光芒的“湖南名片”。

战略是行动的指路灯。改革
开放40年来，我省不断提升科技
改革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政
策法规， 助力科技事业一路腾
飞。

湖南先后作出《关于科技兴
湘的决定》《关于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湖南的决定》，
颁布实施了全国首个创新型省

份建设纲要。今年又举全省之力
创建创新型省份， 并正式获批，
为我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实现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注入
了新的强大动力。

湖南科技战线依靠有限的
资源禀赋和投入，发挥敢为人先
的拼搏精神，取得了一批世界级
的创新成果，在科研院所转制改

革、军民融合创新、清洁低碳技
术推广等方面加强改革探索，走
出了后发地区依靠体制机制创
新，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
新路子，2012年致公党中央专题
调研组总结为“自主创新长株潭
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持续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多项改革举

措在全国具有示范效应。 比如，
将41类省级科技计划专项整合
为5类，构建了“511”科技创新计
划体系，科技计划实行“三分离”
和“五统一”的管理模式；实施
“科技+”“+科技”行动，加快科技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
全国率先实施两型产品政府采
购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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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催生自主创新湖南经验，全力创建创新型省份

� � � �1978年，全省科研经费为3400万元，

省级科技事业费为2389万元。

2017年，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
568.5亿元。

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计划超
过1000亿元。

� � � � 2000年，全省科技综合实力排
名全国第14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42.5%。

2017年，全省创新综合实力上
升到第12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到55.9%。

制图/刘也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1月5日，新田县家具产业园，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赶制销往欧洲的家具订单。 据介
绍,今年，新田家具出口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
地10多个国家。

上世纪80年代， 新田人凭着做沙发的手
艺，开始走南闯北制作沙发，为新田赢得“沙
发之乡”的美名。但直至几年前，县内只有零
星几家家具厂给广东企业做贴牌和代工，与
“沙发之乡”的名号很不相称。

2012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找到罗飞
招， 希望他牵头在家乡开发一个占地5000亩
的家具产业园。

罗飞招有何能耐？
罗飞招1968年出生，22岁从华中理工大

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 进入新田县建设局下
属一家建设单位工作。1999年， 国有企业改
制，罗飞招下岗，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捡起
自己的“专长”，创办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在广西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干得风生水起。

见县领导诚心实意要做大家具产业，罗
飞招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试一试”。他向记
者介绍，这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自己多年来
一直关注着家具行业的发展,早已有回乡创业
的想法。他发现，在新田方圆近400公里的范
围内， 没有一个大的家具产业园， 这巨大的
“真空”地带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我们新田人走出去，是亲帮亲，友带友，
现在回来，也要抱团发展。”罗飞招联系了5位
实力雄厚的新田籍企业家， 大家入股1.2亿元
注册成立湖南华泰家私有限公司， 并以此牵
头开发新田华泰家具产业园。

然而一开始， 大多数人并不看好这个项
目，还有不少担心：罗飞招这个“门外汉”会做
家具吗？

罗飞招用行动回应人们的质疑。 他首先从
全国各地挖掘家具生产、 管理、 设计的专业人
才。湖北人焉云峰曾在上海、北京等地多家国内
外知名家具厂担任要职， 对家具行业的发展有
很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罗飞招多次邀请他加
盟却被婉拒，但最后，焉云峰经不住罗飞招的软

磨硬泡， 来到新田担任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兼
生产总监，挑起了大梁。

罗飞招常说， 成功要先人一步、 出其不
意。他带领大家坚持常年进行市场调研，不断
开发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 公司先后开发出
拥有20多项专利的系列家具产品， 并实现出
口创汇。目前，公司每月出口家具200多个货
柜，货值500多万美元。

罗飞招不但主动与有回乡创业愿望的“老
乡”分享自己的经验体会，还乐为大家排忧解难。
去年，一家企业出现资金困难，罗飞招主动为其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这几年，在罗飞招的带动下，新田县家具
产业园吸引“老乡”创办了30多家家具生产企

业，带动五金、油漆等上下游产品制造商接踵
而至。今年前三季度，该家具产业园产值突破
15亿元。目前，新田县家具产业园安排了3000
多人就业，600多名贫困人口通过在家具产业
园务工实现脱贫摘帽。

面对未来，罗飞招信心满满。他说，力争
到2020年，家具产业园引进规模生产企业100
家以上，实现年产值50亿元。

■链接
近年来，新田县坚持 “走出去 ，向市场要

活力；请进来，为发展蓄潜力”理念，紧盯拟上
市企业、 国际国内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围
绕林工、硒锶、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四大
主导产业，有的放矢，突出精准招商 、政策招
商、情感招商，全县产业项目建设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前三季度，该县工业园新上产业项目
13个，同比大幅增长。

要闻
罗飞招：“门外汉”“领跑”家具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