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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引导类计划

（一）星火计划

2011 年，星火计划把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作为核心任务，重点支持多元化农村科

技服务体系建设及信息化服务、科技特派员农村创新创业、农村科技创业人才培养、

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等基层科技工作 ；在促进科技创新创

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促进城乡统筹等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效完成了本年度

的目标和任务。

1. 整体情况
（1）项目安排

2011 年共安排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2167 项，其中重大项目 124 项，重点项目 280

项，引导项目 1763 项。

图 7-1　2011 年星火计划重大项目立项按技术领域分布



星火计划

095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图 7-2　2011 年星火计划重点项目立项按项目类型分布

图 7-3　2011 年星火计划引导项目立项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7-4　2011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地区分布

2011 年星火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以企业、大专院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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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2011 年星火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2）经费安排

2011 年，各级投入星火计划项目经费总额达到 558 亿元，其中国家级星火计划

项目总投资 255 亿元，包括中央财政经费支持 3 亿元，地方财政与单位自筹经费 180

亿元，银行贷款 72 亿元。

图 7-6　2011 年全国各级星火计划项目经费结构

（3）主要成果

①星火项目效益

2011 年，共完成各级星火计划项目 8308 项，较上年增长了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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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2011 年全国星火计划项目完成情况

各级星火计划项目完成年度总产值 1910.47 亿元，完成利税 242.12 亿元，其中国

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完成年度总产值 542.26 亿元，完成利税 71.97 亿元。

图 7-8　2011 年全国星火计划项目效益情况

②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应用示范，促进农村产业升级与现代农业发展

全国各地通过星火计划项目加快农村先进适用技术应用示范，不断推进农业产业

化、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星火产业带建设，为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就业

增收致富做出积极贡献。通过“农业专家大院”、“农村科技合作组织”、“企业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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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模式分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7650 项、12907 项和 8688 项。企业通过承担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不断提速农村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

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了大量的名优特产品和品牌。

③强化科技成果集成转化与示范扩散，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

各地不断深化农村科技示范（试点）工作，强化科技成果集成转化与示范扩散，

协同各个主体开展了多层次的科技示范试点，创新了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路径。2011

年，地方各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共 5420 个，与 2010 年的 5169 个试点相

比，增长了 5%。通过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及各示范基地，以项目和产业的发展

带动农村科技示范扩散基地建设，不断促进城乡统筹的发展。

④推进农村科技创业，建设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积极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探索和创新多元化、信息化的新型农村科技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了科技服务的手段和质量。2011 年，共组织实施了 53 个产业链

重大项目，支持了 73 条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不断扩大 12396 信息服务的

深度与广度，积极搭建“三网融合”的农村农业信息服务快速通道，推进资源共享、

互联互通、专家与农民有效互动的农村信息化服务。2011 年，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

服务覆盖 140629 个村，比上年增加 4.8% ；建设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 6739 个，比上

年增加 24.5%。

⑤强化农村科技人才培育，进一步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建立健全基层科技培训制度，针对多元化培训对象，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

方式的科技培训。2011 年，各地各级星火科技培训共投入资金 25.34 亿元，比上年

增加 19.3%。基层科技培训能力得到显著提高，2011 年，星火培训基地达到 5145 个，

较上年增长 7%。通过支持农业科技产业化示范项目的开发和应用，加大对基层科技

的投入，努力营造建立多元化的基层科技投入机制，为农村科技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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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1　北京市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北京市按照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通过技术研发与应用推进农业产业化，通

过成果应用示范推动农业产业链发展，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世界

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其中，“房山食用菌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筛选出适合本

地区栽培和有市场潜力的 4 大类、50 个食用菌优良品种，设施平菇、香菇反季节高效安

全生产技术示范应用面积达 3500 亩。“高产优质作物蔬菜新品种产业化示范与推广”项

目围绕资源共享、新品种示范、籽种产业全程标准化建设、营销网络与服务平台建设，

搭建种业联盟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造种业产业链 ；项目实施近一年，实现产值 30842

万元，利税 4500 万元。示范推广玉米、小麦、蔬菜等新品种 42 个，培训农民 18.7 万

人次，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000 元。

专栏 7-2　江苏省推进资源共享，完善农村科技信息服务
江苏省以启动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试点工作为契机，整合资源，多部门合力推

进全省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省级农技 110 服务中心、市县服务分中心和

乡镇服务站的建设，组建了一支热心于“三农” 服务的专家咨询服务队伍，建成了集网络

信息服务系统、语音信息服务系统、手机短信服务系统、网络视讯（IPTV）服务系统、

专家咨询呼叫中心五套系统合一的“江苏省农技 110 信息服务平台”。目前已建成农业技

术需求数据库、农业技术成果数据库、与支柱产业相关的农业标准数据库、与支柱产业

相关的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与支柱产业相关的农业技术专利数据库、农业实用技术数

据库开发、农产品价格数据库、农业龙头企业产品数据库，数据量达到 10 万条 ；研究制

定了《江苏省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江苏省农业科技成果 / 技术需求数据库建

设规范》、《江苏省农业科技信息采、编、审、发规范》、《江苏省农产品价格信息采、编、

审、发规范》、《江苏省“农技 110”技术咨询服务规范》等，健全了信息化建设和服务

的各项规范 ；构建了从服务组织，到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发布、信息查询，到服

务应答、上门服务，再到信息使用和信息反馈的全流程、互动式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

系，并在东海、海安、如皋、沭阳、兴化、东台、铜山、宝应、金坛等 10 个县（市），

选择 20 家龙头企业、30 个农村合作组织、100 个农民种养大户长期开展技术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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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科技特派员工作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对科技服务的重大需求，深入

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大力提升科技特派员素质，推进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1）项目与经费安排

2011 年，星火计划共支持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特派员申

报的 107 个项目，共支持经费 2680 万元，带动项目总投资 142072.93 万元。重点支

持了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培育农村科技创业主体，推动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

向农村集聚。

（2）进展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 31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90% 的县（市）开展了

科技特派员工作，17 万名科技特派员和 5500 家法人科技特派员，长期活跃在农村基

层、农业一线，直接服务农户 880 万户，辐射带动农村 5700 万人。

图 7-9　科技特派员人数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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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与服务体系研究。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行动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公益性推广、社会化创业、多元化信息金融服务相结

合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理念基本得到体现，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的公益性地位得

到确立。

二是指导有关部门、地方深入推进农村科技创业工作。举办西部地区县（市）科

技局长农村科技创业工作培训班及贵州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交流促进会。

三是加强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和创业基地建设。围绕特色产业链申报科技特派员创

业链建设项目，组织实施了 53 个产业链重大项目，推进了 73 条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

设。与北京共建国建现代农业科技城、与山东省共建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区，启动了“一城两区”战略联盟工作，初步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国家农业

科技创新创业基地网络体系。

四是开展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科技特派员创业专项行动。组建科技特派团，鼓励

省、市、县不同层次科技特派员在粮食丰产的核心区、示范区开展创业和服务工作。

13 个粮食主产省的科技特派员带着技术、连接农户，直接和产业链对接，形成利益

共享的创业链。

五是做好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金融推动工作。目前，获奖项目协议获得风

险投资 8700 余万元。一些部门和地方积极推动对创业的支持，共青团中央为 40 万名

农村创业青年协调发放 185 亿元小额贷款 ；重庆研究设立 5000 万元的创投基金，支

持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六是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联合国官员访华时对中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了加强合作的意向。在此基础上，初步选定斯里兰卡和

埃塞俄比亚两国为首批试点合作对象，并开展了前期调研和接洽。

七是进一步扩大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影响力。在《科技日报》开辟农村科技创业专

栏，持续、跟踪宣传农村科技创业工作的进展、成效和工作重点，报道科技特派员先

进事迹和典型。委托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有关科技特派员的电视系列节目，并在《科

技苑》、《创新无限》等栏目中播出。

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充分发挥科技示范带动效应及科技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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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培育科技型龙头企业、农村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11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引进项目 746 个，自主开发新项目 523 个，引进新

技术 734 项，引进新品种 4674 个，引进新设施 4902 套，推广新技术 759 项，推广新

品种 1160 个。

截至 2011 年底，65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现有企业总数为 6218 家，其中 2011 年

度园区入驻企业总数为 466 家。进驻园区企业仍以内资企业为主，占入驻企业总数的

93.56%。龙头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 31.94%。

2011 年，65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年产值为 2899.42 亿元，年利润额 294.44 亿元，

年上缴税额为 111.39 亿元，净利润 193.20 亿元，年出口创汇额 48.13 亿元。园区各

类融资总额达到 413.45 亿元，园区融资以企业投入为主，共投入 336.70 亿元，占总

融资额的 81.44% ；其次是园区自筹资金共投入 49.52 亿元，占总融资额的 11.98% ；

政府投入共 27.23 亿元，占总融资额的 6.58%。企业投入和园区自筹投入共占总融资

的 93.42%，从融资方面的情况看，园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坚持了自主发

展的道路。

2011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组织科普讲座与座谈工作 9277 次，其中组织专家讲

座 2852 次，面向领导 639 次，向农民讲座 5786 次。园区开展技术培训 4768 次，开

办培训班 2794 次，接待参观考察 25051 次。各园区专家大院共聘请专家 2089 人，

其中常驻专家 670 人。共孵化企业 613 个，投入培训经费 2169.83 万元，培训农民

73.28 万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科技兴县（市）专项
科技兴县（市）工作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套从工作环境建设到管理系统建设等

方面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2011 年，科技兴县（市）专项支持项目 61 个，国拨经费

1220 万元。

召开了全国基层科技工作会议，推动落实科技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县（市）科技工作的意见》。组织制定并

下发了《科技兴县（市）专项工作“十二五”规划》。

根据《科技兴县（市）专项工作管理办法》，修改完善了“全国县（市）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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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核指标体系”，组织开展了第六次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对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申报的 3268 个县（市）进行了复核，表彰

了 2011 年 979 个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县（市）、3069 名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个人和 24 个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优

秀组织单位。

5. 科技扶贫
2011 年，科技扶贫工作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和总体安排下，认真落实《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利用自身行业优势，以“服务主导产业、突

出创新理念、促进民生改善、服务地方发展”为指导方针，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及未来发展重点，秉承“情系老区、扎根基层、求真务实、创新创业”的科技

扶贫精神，扎实开展了定点扶贫和行业扶贫工作，在推动贫困地区工农业发展、推动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1 年，指导贫困地区立项实施星火计划（科技扶贫）项目 29 项，直接投入项

目经费 1145 万元 ；通过国家 863 等科技计划及其他相关计划渠道，帮助井冈山、安

塞等县（市）争取各类“金太阳示范工程”、农村医疗卫生信息化、科技入园等项目

39 项，资金 3000 余万元 ；实施《毕节试验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和推广应用工程建设

工作》项目，投入金额 300 万元。采取现场授课与远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

一系列科技培训工作。组织了 10 期“科技扶贫远程课堂”，累计培训 24000 多人次，

“科学养殖技术培训”16 期，直接培训养殖户 1000 多人。

先后组织协调科技部平台中心和解放军 301 医院，在定点帮扶县建立了农村三级

医疗卫生服务网对接，目前已建成多个示范点 ；向贫困地区捐赠笔记本电脑 300 台，

支持农村信息化和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工作 ；争取多家企业和单位向扶贫县捐赠了包

括汽车、LED 显示屏、电视机、太阳能热水器、电视卫星接收设备、血糖仪等一批

急需的扶贫物资和教育基金，总价值达 10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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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炬计划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火炬计划工作主线，按照 2011

年火炬计划项目指南，重点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成

果产业化示范项目 ；重点支持面向国际市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兴贸示范项

目 ；重点支持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国

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和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内围绕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开展关键

及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 ；支持培育和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机构、国际合作依托机构以及海外科技园

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促进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1. 立项情况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总立项数 2108 项，其中产业化示范项目 1834 项（包

括科技兴贸项目），占 87% ；环境建设项目 274 项，占 13%。 2011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

持项目 445 项，占总立项数 21%。

图 7-10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注 ：含科技兴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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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2011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按领域分布

图 7-12　2011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7-13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按技术来源分布

274 项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主要涉及产品设计、检测、工程中试、关键共性技术

开发、信息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重点支持产业集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构

建及创新服务组织自身能力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人

才体系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的创新服务活动、国内国际技术转移、科技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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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以及其他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动。

2. 经费安排与人员分布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央财政安排经费 3.2 亿元，其中产业化示范重点项

目支持 1 亿元，产业化环境建设重点项目支持 2.2 亿元。 

图 7-14　2011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资金按领域分布

图 7-15　2011 年火炬计划重点支持项目资金按地区分布

图 7-16　2011 年产业化示范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按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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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3　引领中凌高科产业化
江苏中凌高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凌高科”）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电力

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已形成了智能高频开关电力

操作电源系统、智能高频开关通信电源系统、智能高频开关通信高压直流电源系统、电

动汽车充电站直流充电机系统等多个产品线，并拥有自建占地 50000 ㎡的研发生产基地。

中凌高科承担的“基于 IEC61000-4-30A 级标准的电能质量在线监测终端”项目被列

为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产品性能完善阶段，主要内容包括增加部

分生产设备 EMC（电磁兼容性）测试装置、PCB 焊接装置、钳型表和相位计，组织关

于产品功能介绍、生产工艺等基础知识的培训，完善项目产品的功能并完成产品小批量

生产的准备工作等 ；第二阶段为产品营销准备阶段，主要是制定营销计划，组织销售人

员进行销售培训和对产品功能、使用等内容的介绍，完成高精度全功能电力监测板卡的

设计和生产准备，添置生产设备，完成全系列产品规模化生产等 ；第三阶段为产品市场

开拓阶段，主要内容为寻找项目产品试点企业、开展市场拓展工作，根据用户使用意见

进一步完善产品性能 ；第四阶段为市场推广及项目验收阶段，主要是进行市场推广相关

工作和准备项目的验收工作。预计本项目执行期内形成销售收入 1250 万元，利税 458

万元，项目完成时，产品销售收入 2250 万元，利税 940 万元。

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是中凌高科企业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又一重要标志，

不仅为品牌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同时也引导了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此

计划的实施，将对企业的产业化发展进程、形成产业优势、提高科技水平都有积极作用。

专栏 7-4　提升京仪孵化器专业服务能力
北京京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仪孵化器”）承担了 2011 年国家火炬

计划环境建设项目“物联网关键应用技术工程公共服务平台”。该项目是在依托京仪集团

下属的北京物联网关键应用技术工程中心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三大物联网公共基础平台

（物联网技术推广展示平台、物联网技术测试、产品认证及人才培训实训服务平台、物联

网关键应用服务商业模式验证与试运行平台）和五大物联网关键领域实验室的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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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联网领域的入孵企业提供技术检测、科研开发、科技咨询、技术转移、人才培训、

难题联合公关等专业技术服务，以提高物联网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企业入孵成

功率。

随着物联网关键技术应用平台的建立，目前已聚集了 18 家物联网技术领域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平台已为在孵企业开展 72 批次的仪器设备计量校准技术服务、38

批次的仪器整机振动试验、150 批次的电磁兼容测试服务、180 批次的仪器参数测试、

280 机时的可靠性试验项目，提供超过 50 批次的咨询服务，合作技术创新项目 3 个，5

家企业累计获得北京市科委战略性新兴产业资助资金 280 万元，同时物联网关键技术应

用平台获得了科技部火炬计划的支持。

通过此平台的建立，预计两年内在孵企业销售收入可达到 2800 万元，孵化器专业

服务收入达到 60 万元，物联网技术领域的在孵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一半。

物联网关键技术应用平台的建立主要依托京仪孵化器的服务模式，即整合京仪集团

和北京市物联网的创新社会资源，通过组织对物联网应用系统软件企业和硬件企业的产

品开发服务，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和实现产业化，通过孵化服务加成果转化的模式，

带动物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并推进传统仪器仪表企业的产品融入到物联网

领域的集成，实现仪器仪表的产品升级，提升附加值与竞争力，发挥京仪孵化器专业服

务能力作用，提升京仪孵化器的管理水平。

（三）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2011 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按照“十二五”国家科技发展总体规划和国家科

技计划的整体部署，继续采取国家政策引导，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要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以及产业化

前景好、有望形成国内国际自主知名品牌、显著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新产品。

1. 立项情况
2011 年，新产品计划共受理申报项目 2053 项，其中地方科技厅（委、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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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项，占申报项目总数 94.9%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司（局）申报项目 105 项，占申

报项目总数 5.1%。立项项目 1384 项，其中地方科技厅（委、局）申报项目立项 1318 项，

占立项项目总数 95.2%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司（局）申报项目立项 66 项，占立项项目

总数 4.8%。立项项目数占申报项目数比例达 67.4%。2011 年，获得经费支持项目 667 项 ,

平均支持强度 30 万元 / 项，支持经费 2.0 亿元。2011 年共安排经费 3.0 亿元。

图 7-17　2011 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2. 实施成效
（1）培育知名品牌和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新产品计划项目共实现销售额 12870 亿元，出口创汇 268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1091 亿元，上缴增值税 186 亿元。2011 年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

新产品计划项目比例达到 85.4%，形成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

名品牌的产品，推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2）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意识的作用显著，促进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1384 项新产品计划项目中，有 727 项获得了发明专利授权，占立项项目总数

52.5%，较 2010 年占比（38.0%）提高了 14.5% ；有 901 项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占项目总数 65.1%，较 2010 年占比（54.2%）提高了 10.9% ；有 226 项获得了外

观设计专利授权，占项目总数 16.3% ；有 270 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占项目总数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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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有 13 项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占项目总数 0.94%。

（3）调动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积极性，吸引和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1384 项新产品计划项目中，有 91 项来自于国家计划，占项目总数 6.6% ；企业

自行开发技术 1184 项，占项目总数 85.6%，较 2010 年占比（69.5%）提高了 16.1%。

2011 年，累计研发投入 142.0 亿元，至批产时总投入达 339.1 亿元。

新产品计划项目产品技术纳入标准与新产品开发密切结合，从采标情况看，

97.2% 的新产品计划都采用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其中采用国际标准的 162

项，占项目总数 11.7% ；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1183 项，占项目总数

85.5%。

（四）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2011 年，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

智力支持系统”的要求，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及管理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围绕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聚焦重大，加强管理，深化与部门

和地方的联合，着力发挥软科学研究支撑和服务决策的作用 ；全面做好“十一五”总

结和“十二五”开局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 项目安排
2011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继续按照重大项目 ( 包括招标、邀标和合作项目 )、

面上项目、出版项目进行部署，共受理申报项目 369 项。经选题评审、学术评审、会

议答辩及复审等评审程序，共选定 101 项列为 2011 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经费资

助类项目，安排国拨经费 1925 万元。

图 7-18　2011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受理项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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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了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

价方法和体系研究、新一代网络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信息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重

大问题研究、城市群发展中的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研究、绿色消费方式及引导扶持政策

研究等重大问题研究。

项目共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28 个国务院部委和中央机构。

图 7-19　2011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7-20　2011 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按承担单位分布

2. 进展与成果
围绕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选题、项目实施及成果凝练，2010 年上半年以来，多

次组织创新圆桌会议，积极探索开展科技战略研究的新形式新途径。会议以科技创新

前沿发展态势和创新政策走向为主题，每次邀请 10 位左右专家学者，展开充分交流，

服务科技决策。截至目前，已分别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创新集群发展、科技创新与

商业模式变革、农村科技创业与新型服务体系建设、战略性区域发展、科技创新与社

会管理、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模式创新等问题，联合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事业

单位以及有关地方科技部门，举办了 7 次会议，取得了较好影响，并形成了系列会议

成果。相关成果得到了中央与部门领导的批示和肯定。

同时，为更好地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实现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与国家

“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有机衔接，在科技支撑加快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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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自主创新与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城乡统筹、“三化同步”

与农村科技创业，科技创新与社会管理等重大问题领域，着重选择了一批具有战略

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课题，汇聚各方面优势力量，深入开展研究，形成了近 20 份

专题调研报告，为中央与各有关部门、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方面决策起到了重要的

咨询和支撑作用，受到充分肯定。

为及时有效运用各项研究成果、充分发挥软科学服务决策的作用，结合“十一五”

国家软科学计划的总结和验收工作，2011 年，科技部向各部委、地方软科学归口管

理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报送“十一五”国家软科学计划的重大研究成果。共有 60 多

家承担单位报送了成果，将汇编成册。同时，还就“十一五”以来国家科技计划重大

科技成果信息进行了选编，送各有关方面参考。

2011 年，共有 31 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同时刊发《软科学

要报》20 期，及时反映软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向，呈中央、各省（区、市）党

委政府、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