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7月18日，广东省委、
省政府在广州召开2005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广东省委副书
记、省长黄华华，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钟阳胜，省委常委、秘书长
肖志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宁
生，副省长宋海，省政协副主席许
德立，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等
出席了会议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2006年9月11～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深圳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
会。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省委副书记欧广源，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钟阳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宁生，副省长
宋海、佟星，省政协副主席许德立、李统书出席会议。

　　与会代表赴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参观。

与会代表赴腾讯公司参观。



　　2006年4月27日，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
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广东
省省长黄华华（前排左五）任组长，教育部副部长
赵沁平（前排右四）、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前排左
四）、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前排右三）任副组长。

　　2006年10月14日，由广东省教育部产
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科
技厅、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清华大
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产学研合作与科技
创新孵化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小组办公室
人员赴企业调研。

　　2006年9月28日，由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
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科技厅、汕头
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
“’06粤东（汕头）新材料技术成果洽谈会”在
汕头市召开。



　　2006年7月19日，全省科技工作会议
在广州举行。

　　2006年7月18日，广东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在
广州举行。

　　2006年6月13日，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20周
年工作总结会议在广州举行。

　　2006年6月13日，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金科
网）建设十周年工作总结会议在广州举行。



　　2006年5月31日，2006广州国际生
物医药论坛在广州举行。

　　2006年6月29日，何梁何利基金第
六届学术会议在广州举行。

　　2006年9月，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
览会暨 '06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开幕典
礼在东莞举行。

　　2006年11月16日，第四届广东省科
协学术活动周开幕式暨广东科协论坛第
十一场专题报告会在广州举行。



广东科学中心主体建筑。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2006年8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楠参观广东科学中心工地。



　　2006年5月26日，广东省纪念星火计划实
施20周年暨科技下乡大型活动在肇庆市怀集县
举行。

　　2006年6月13日，广东省纪念星火计划
实施20周年暨科技下乡大型活动在河源船
塘镇举行。

2006年7月28日，广东省地震科普教育馆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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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６年 １ 月 ９ 日 ，党中央 、 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 ，这是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

议 。大会首次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明确了发展的

指导方针和发展目标 ，制定了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措施 。 １ 月 １６ 日 ，广东省

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贯彻落实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 ，提出要

认真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的发展战

略 ，为我省的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 ９ 月 ，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

隆重举行 ，对推动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广东进行了全面部署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工作按照 “自主创新 、 重点跨越 、 支撑发展 、 引

领未来” 的方针 ，加强自主创新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

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 ，制定并出台了 枟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

若干政策枠 等一系列扶持 、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在与教育部 、科技部

联合开展省部产学研合作 ，与国家基金委共同出资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等

工作上开全国之先河 ，全省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

２００６ 年 ，广东省共实施各类国家科技项目１ ５７９项 ，获得国家经费支持

１０畅７８亿元 ，本省各类科技计划业务投入的总经费约 ７ 亿元 。 全省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１５ ５４８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１ ０２０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全省共有民营科技企业数超８ ０００家 ，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２

家 ，“两个密集型” 企业 ７７家 ，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２０１个 ，省级重点

实验室 ９７家 ，公共实验室 １６家 ，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企

业技术中心 ４０８个 ，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 １２８家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连续 １２年居全国首位 ，全年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达 ５０％ 。

枟广东科技年鉴枠 （２００７ 年卷） 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 ，在各兄弟单位的

支持与协助下 ，对 ２００６年的重大科技大事和科技发展状况进行了记述 ，悉

心为各管理 、研究部门提供权威的科技发展和政策信息 ，为科技企业开辟展

示的舞台 ，为社会各界打开一扇了解广东科技的窗口 。在此 ，向支持 枟广东

科技年鉴枠 编撰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枟广东科技年鉴枠 编辑部

２００８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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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技工作综述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工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任务和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 ，按照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的方针 ，加强自主创新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

善区域创新体系 ，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科

技攻关 ，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 ，制定并出台了

枟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枠 等一系列扶持 、

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促进了全省科技实力

和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 。全年科技进步对经济的

贡献率达 ５０％ ，广东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１２

年居全国首位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各类科技计划业务投入的

总经费约 ７亿元 ，共向社会发布了 ８２个专题技

术领域以及产学研 、 “村村通” 等多个专项工作的

申报指南 ，收到全社会计划项目申报书７ ０００多份 ，

其中各地市企事业单位申报的项目达２ ８２３项 。

【创新平台建设】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落实院

所改革政策 ，解决了转制科研机构提前退休人员

的待遇遗留问题 。推进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 ，加强创

新平台和基础条件建设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对已完

成组建工作的 ２０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进行了验收 ，其中 １９个验收合格并批准正式挂

牌 。依托企业新组建了 ４０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累计组建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４０８个 。在先进装备制

造等领域新建了 ７个产业创新平台 ，累计建立产

业创新平台 １８家 。

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在科研机构和高等

学校建设一批重点科研基地 。全年新立项省重点

实验室 ４家 ，新建公共实验室 ２家 ，建设重点科

研基地 ７个 。全省省级重点实验室达 ９７家 ，其

建设规模为全国第一 ，部分科研成果达到国内或

国际先进水平 。全省公共实验室累计达 １６家 。

【重点领域的自主创新加强】 　扩大粤港关键领

域联合攻关规模 ，围绕 “信息与通讯” 等 ７个领

域 ，组织粤港项目招标工作 。广州 、深圳 、东

莞 、佛山等地市也参加粤港联合招标工作 ，粤港

招标总额达到 ８畅２亿元 。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

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对外科技合作层次和水平不

断提高 。

抓好重大科技攻关 ，设立了 “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系统” 等 ２０个对全省发展具有战略

意义 、技术集成性和带动性强的项目和产品 ，精

心组织全省科技攻关 。共资助 ４００多个项目 ，经

费约 １畅７亿元 ，发掘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项目和产品 ，为全省未来的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

支撑 。

加强基础性 、原始性创新研究 ，积极支持基

础研究工作 ，省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签署

了 枟关于联合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的合作协

议枠 ，双方 ２００６年共同出资５ ０００万元 ，引导全国

知名科技专家和科技团队帮助广东解决重大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同时 ，积极争取国家基础

研究科技资源 ，２００６年全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支持经费达 １畅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６％ 。

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项目 ，省重点实验室 、公

共实验室 、大学 、科研机构 、企业 、科研基地积

极承担国家 “８６３” “９７３” 等重大科技项目 。 ２００６

年共实施各类国家科技项目１ ５７９项 ，获得国家经

费支持 １０畅７８ 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加 ３９９ 项 、

４畅３７亿元 。 ２００６年全省共向国家推荐创新基金

项目 ４６５项 ，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

【省部产学研合作启动】 　加强产学研合作体制 、

机制建设 ，出台了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 　教育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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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

见枠 和 枟广东省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枠 等 ，推动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走上了规

范化 、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促进有关部属高校与

广东省优势企业联合搭建科技创新研发平台 ，共

建产学研结合基地 。 ２００６年 ，教育部属高校与广

东企业联合建立了十多家技术创新机构 ，大幅提

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

加大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经费投入 ，２００６年 ，

广东省政府投入 １亿元成立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

专项资金 ，有效推动其他科技计划和社会资金投

入 。特别是有效调动了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的积极

性 ，产生了 １ ∶ １０以上的带动和放大作用 。全年

共申报产学研计划项目 ５９０多项 ，举办了多场大

型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洽谈会 ，促成高校与广东

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 ，全省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１５ ５４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０％ ；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超过１ ０２０亿美元 ，增长 ２８％ ，占全省

外贸出口总额的 ３４％ ，出口额继续位居全国第

一 。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类产品成为推动高新技术

产品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共出口 ６１４亿美元 ，

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８６％ 。全省全年新认定广东省

高新技术企业 ７７５家 ，累计认定４ ６７３家 ；新认定

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２８家 ，累计

认定 ２０２家 ；新认定 “两个密集型” 企业 １７家 ，

累计认定 ７７家 ；新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２２４ 个 ，

累计认定 ５８３个 。

全省国家级高新区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总数

达 ５０６个 ，省级以上企业工程中心 ７５个 ，省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２６个 ，高新园区内建成了一

批有迫切需求的科技创新载体 。全省高新区工业

总产值６ ６７６畅７亿元 。

２００６ 年末 ，全省民营科技企业数累计超

８ ０００家 ，技工贸总收入超过５ ５００亿元 ，工业总

产值超过５ ０００亿元 ，实现工业增加值超过１ ０００

亿元 ，上缴税金总额超过 ２５０亿元 ，出口创汇超

过 １９０亿美元 ，从业人员超过 １００万人 。 １４家省

级以上民营科技园聚集了一批骨干民营企业 ，成

为各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 ２００６年 ，全

省有 ５家民营科技园区获全国先进产业园奖 。

【专业镇加快发展】 　召开了全省加快发展专业

镇工作会议 ，出台了 枟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枠 。 ２００６年新

建省级专业镇 ４２个 ，累计达 ２０１个 ，覆盖了机

械 、纺织 、家电 、建材 、养殖等多个产业和产品

类别 。支持专业镇整合资源 ，全年新建省级专业

镇技术创新中心 ２０家 ，累计达 １２８家 。启动 “省

创新示范专业镇” 建设和培植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

镇 ，通过加强专业镇建设 ，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大发

展 ，特色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

【科技对 “三农” 的支持加强】 　完善 “直通车”

工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省科技厅 、团省委联合

开展 “ ‘信息直通车’ ———广东青年服务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行动” 专项活动 ，在全省 ５２个县

（市 、区） 选定第一批共 １０６ 个村作为示范点 ，

计划用 ３年时间将行动推广覆盖至广大农村 ，将

科技等信息传递至各个村落 。以建设星火产业带

等农业基地为突破口 ，推动农业优势和特色产业

链的形成 。

星火产业带建设成效明显 ，全年立项建设 ５

条星火技术产业带 ，其中粤西果品星火技术产业

带和广东与广西共建的 ２条跨省区星火技术产业

带 ，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级星火产业带 。

【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工作加强】 　加强技术攻关 ，

突破一批社会发展领域关键技术 。 ２００６年共安排

实施社会发展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４２项 ，重点引

导计划项目 ５５０项 ，涉及社会安全 、减灾防灾 、

人口与计划生育 、体育文化等 １９个领域 ，有力

地推进了全省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工作 。

稳步推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工作 ，佛山

张槎街道 、新会双水镇 、东源县 、兴宁市 、丰顺

县等成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截至 ２００６年

底 ，全省累计建立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１７家 ，其

中国家级 ３家 、省级 １４家 。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谢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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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讲 话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９日）

同志们 ：

这次会议是党中央 、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

国务院 ，向 ２００５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分析形势 ，统一思想 ，总结经验 ，明确任务 ，部署实施 枟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枠 ，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

　 　一 、深刻认识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 “十一五” 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 、指导原则和重大部署 ，强调

本世纪头 ２０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十一五” 时期尤为关键 ；要求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

历史责任感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紧紧抓住机遇 ，应对各种挑战 ，奋力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 。要实现党的十

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目标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 ，

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当今时代 ，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 ，也步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

整的重要时期 。发轫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 ，

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也引

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 ，经济格局 、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

进入 ２１世纪 ，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 ，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信息科技将进一步成

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进一步对改善和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 ，能源科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 ，纳米科技将进

一步带来深刻的技术变革 ，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基础研究的重大

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 、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 。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 ，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

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当今时代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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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 ，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

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 ，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 ，加快科技事业发展 ，重视基础研究 ，重点

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

在国际经济 、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

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 ，真抓实干 ，急起直追 ，才能把握先机 ，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

大量国际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

学技术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的重大战略举措 ，经过广大科技人员顽强拼搏 ，我们取得了一批以 “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 、杂交水

稻 、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 、高性能计算机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

就 ，拥有了一批在农业 、工业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自主知识产权 ，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

速崛起 ，造就了一批拥有自主知名品牌的优秀企业 ，全社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这些科技成就 ，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

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 ，人均

资源相对不足 ，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从我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 ，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 ，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 ，加快产业优化升

级 ，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

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

目前 ，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

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主要是 ：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不强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 ，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 ，产业

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 ，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

科学研究实力不强 ，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 ；科技投入不足 ，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 。总之 ，我

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状况 ，与完成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 ，与把经

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 ，与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 。我们必须下更大的气力 、做更大的努力 ，

进一步深化科技改革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

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

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

总之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全面发

展 ，维护国家安全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 。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

组 ，组织科技界 、教育界 、经济界 、企业界 ２ ０００多名专家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了 枟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 。为了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 ，认真贯

彻实施规划纲要 ，党中央 、国务院将专门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

我们必须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 ，深刻认识加快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

大意义 ，切实贯彻落实好规划纲要和中央决定 。

　 　二 、扎实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本世纪头 ２０年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 。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 ，我们必须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奋起直追 。

总体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年 ，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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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显著增强 ，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

学技术成果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 ，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

策 。建设创新型国家 ，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 ，走出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 ，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增

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就是把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 ，培养高水平创新

人才 ，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不断巩固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

中央提出这项重大战略任务 ，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

之上的 ，也是建立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充分发挥我国已经拥有的经济科技实

力的基础之上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初步建立 ，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数位居世界前列 ，建立了比

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部分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 。

为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 ，我们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一） 实施正确的指导方针 ，努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科

技发展的结构布局 、战略重点和政策举措等方面 ，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遵循科技规律 ，

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国家战略需求 ，选择顺应时代要求 、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核心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的指导

方针 。自主创新 ，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

重点跨越 ，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 、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领域 ，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支撑发展 ，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突破

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引领未来 ，就是着眼长远 ，超前部署前沿

技术和基础研究 ，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培育新兴产业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方针 ，是我国

半个多世纪科技事业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 ，是面向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抉择 ，

必须贯穿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

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需求 、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国力 ，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总

体部署 ，统筹当前和长远 ，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 ，确定若干重点领域 ，抓住一批重大关键技术 ，

实施若干重大专项 ，建设一批创新基地 ，培育大批创新企业 ，扎实提高持续创新能力 ，不断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

（二） 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 ，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

争力的核心 ，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 ，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 ，是实现建设

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 。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

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 、赢得主动 。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领域 ，真正的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

部科技工作的首位 ，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 ，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造就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企业 ，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紧紧扭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 ，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 ，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要把发展能源 、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 ，

下决心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 ；抓住信息科技更新换代和新材料科技迅猛发展的难

得机遇 ，把掌握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突破口 ；

把生物科技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 ，加强生物科技在农业 、工业 、人口和健康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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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加快发展空天和海洋科技 ，和平利用太空和海洋资源 ；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特

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 ，加强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后劲 。

要在统筹安排 、整体推进的基础上 ，把在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 、亟待科

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作为重点领域 ，把在重点领域中急需发展 、任务明确 、技术基础较好 、近

期能够突破的技术群作为优先主题 ，加快突破瓶颈制约 ，掌握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解决重大公益

性科技问题 ，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一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

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 ，使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是农业科技整体

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三是能源开发 、节能

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 ，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 。四是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

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 。五是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 ，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 ，

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 。六是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为

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七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 ，在科学发展的主流方

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 ，信息 、生物 、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八是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 ，形成比

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

（三） 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进一步优化科技结构布

局 ，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

任务 。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 ，充

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

制度保障 。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要重点加强以下工作 。一是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

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 、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

应用的主体 ，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要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

体系 ，以建立开放 、流动 、竞争 、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 ，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

源 ，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 、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 ，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

学科领域 、研究基地和人才队伍 。三是要建设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军民

科技资源的集成 ，实现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开发 、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 ，

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 。四是要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 ，促进

中央与地方的科技力量有机结合 ，发挥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作用 ，

增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 。五是要建设社会化 、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

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 、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

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管理科技事业的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有关

法律法规 ，完善科技开发计划 ，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 ，形成科技不断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不断增加科技投入的良好机制 。要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优化科技资源配

置 ，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 ，形成广泛的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绩效优先 、鼓励创新 、

竞争向上 、协同发展 、创新增值的资源分配机制和评价机制 。要建立竞争机制 ，坚持国家科技计划

对全社会开放 ，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 ，为全社会积

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要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加强对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协调 。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 ，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们必须培育一大批具有

自主创新能力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要抓紧制定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 、激励政策和法律法规 ，

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 ，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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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积极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 ，为不同类型 、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

的竞争环境 。我国广大企业家应该增强民族自信 ，树立世界眼光 ，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 ，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

（四） 创造良好环境 ，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 。科技创新 ，关键在人才 。杰出科学家

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 ，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 ，人才竞争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

焦点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 ，都把科技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素 ，大力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源源不断地培养 、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

科技人才 ，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前途 ，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

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 ，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

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 。要坚持贯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 、尊重创造的方针 ，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完善适合我

国科技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 ，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科技人才队伍 。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 、在

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 、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 。要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培养计划 、重大科研和重大工

程项目 、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 、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 ，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 ，努力培养

一批德才兼备 、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 、国际级科学大师和科技领军人物 ，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

就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 。要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 、支持人才干成事业 、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

会环境 ，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 ，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 ，

提高创新效率 ，特别是要为年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 。要加大引进人才 、引

进智力工作的力度 ，尤其是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吸引广大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 ，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劳动和创造性实践 。我国科技界素

有心系祖国 、自觉奉献的爱国精神 ，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不畏艰险 、勇攀高峰的探索

精神 ，团结协作 、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做

自主创新的先锋 ，做拼搏奉献的楷模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 。

（五） 发展创新文化 ，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一个国家的文化 ，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

进 、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 。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 ，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

励创新的丰富内涵 ，强调推陈出新 、革故鼎新 ，强调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建设创新型国

家 ，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 ，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

活力 。要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 ，为科

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增强不懈奋斗 、勇于攀登世

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 。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 ，倡导创新精神 ，完善创新机制 ，大力提倡敢

为人先 、敢冒风险的精神 ，大力倡导敢于创新 、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 ，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

员创新 、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 。要注重从青少年入手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积极

改革教育体制和改进教学方法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鼓励青少年参加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和社会实

践 。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

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 ，使广大人民

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 ，进一步形成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

发展创新文化 ，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 。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交流合作 ，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

要鼓励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 ，支持在双边 、多

边科技合作协议框架下实施国际合作项目 ，支持我国企业扩大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和在海外设

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 。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

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 ，支持我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大科学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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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用 １５年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一项极其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深刻认识完成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 ，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 。

第一 ，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出发 ，加强和改善对科技

工作的领导 ，切实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结合实际研究和提出本地

区本部门的科技发展规划 ，制定和实施正确有效的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 ，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工

作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科学 、用科学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科技工作 ，并把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的成效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要实施激励自主创新的各项政

策措施 ，及时研究和解决科技工作和科技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的法制环境 、市场环境和各方面条件 。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 ，健

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和执法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

各种行为 。要做好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制定 、协调服务工作 ，关心和爱护广大科技人员 ，充分发挥

他们的作用 ，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

第二 ，加强协调配合 ，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要紧密配

合 ，加强对规划纲要落实工作的具体指导 ，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政策支持 ，及时研究 、解决重大专

项和其他重点任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要把对科技事业发展特别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

投入作为战略性投资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 ，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 ，增强政府投入调动全社会

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 ，形成多元化 、多渠道 、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系 ，提高科技资源共享利用的效

益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坚实保障 。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 ，对规划纲要确定的

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必要的动态调整 ，使其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

第三 ，坚持以人为本 ，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 ，同时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要

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 ，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

密结合起来 ，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 ，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 。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 ，发挥工会 、共青团 、妇联和科

协等人民团体的积极作用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中来 。

同志们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优秀文化 ，以众多的创新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

献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要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奋发努力 、扎实苦干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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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开创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局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９日）

这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是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主要是部署实施 枟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 。

　 　一 、深刻认识制定 枟规划纲要枠 的重大意义

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是我们党深刻分析新世纪

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 。国务院从 ２００３年 ６月开始 ，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

力量 ，在深入进行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 枟规划纲要枠 。中央提出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 ，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

一是实现我国新阶段发展目标的需要 。十六大提出 ，要在本世纪头 ２０年 ，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靠什么 ？最根本是依靠两大动力 ，一要靠坚定

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二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平均保持

在 ９％ 以上 ，未来 １５年 ，能否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增长 ，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一个

重大问题 。我国已经跨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 ０００美元这个台阶 ，到 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３ ０００美元 ，这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向未来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应该清醒地看到 ，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突出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 ，质量和效益不高 ，特别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

制约日益严重 。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找出

路 、找办法 。没有科技的发展和创新 ，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要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 ，就必须研究科学技术怎么支撑 、怎么引领的问题 。

二是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竞争力的需要 。当今世界 ，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不断引发

新的创新浪潮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突出 。新的科技革命既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使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国

际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 ，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 。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

势的压力 。我们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就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抢抓机遇 ，迎接挑战 ，

奋发有为 ，加快科技发展 ，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

三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需要 。建国 ５０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 ，我

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 ，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 ，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拥有了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 ，

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也要看到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比例低 ，发明专利少 ，

科技成果转化滞后 ，尖子人才比较缺乏 ，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更

大发展 ，需要我们从国情出发 ，认清我国科技发展的优势 、不足和潜力 ，对未来 １５年作出一个总体

安排 。

回顾历史 ，我们也可以看到 ，根据国家一定发展阶段的要求制定科技规划 ，是指导科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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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建国以来 ，我们制定过 ７次科技发展规划 ，其中 １９５６年开始实施的

“１２年科技规划” 的影响最为深远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 ，百废待兴 ，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

远瞩 ，提出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周恩来总理 、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参与 。 “１２

年科技规划” 的实施 ，产生了以 “两弹一星” 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创造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

辉煌灿烂的篇章 ，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也为我国凝聚和培养了大

批一流科学家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次规划的深远影响 。

本世纪头 ２０年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中央根据国家现实发展和长远利益的需要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 ，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战

略性 、全局性 、前瞻性的规划和部署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

产力的作用 ，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

这次规划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 ，也是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 枟规划纲要枠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体现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体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 枟规划纲要枠 确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大政方

针 ，描绘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 ，是指导未来 １５年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实施好这个

枟规划纲要枠 ，对于鼓舞人心 、凝聚力量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发展水

平 ，加快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 ，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

　 　二 、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未来 １５年 ，我国科技发展要确定一个怎样的指导方针 ？目标是什么 ？这是关系科技发展方向的

重大问题 ，也是制定 枟规划纲要枠 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 枟规划纲要枠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 ，确定了 “自

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的指导方针 ，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 。这十

六字方针 ，既是对以往科技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又体现了新时期新阶段对科技发展的新要求 ，是科

学发展观在科技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自主创新 ，是十六字方针的核心 ，是贯穿 枟规划纲要枠 的一条主线 。自主创新 ，就是从增强国

家创新能力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加强自主

创新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要有更多的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 ，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

集成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我们必须注重提高国家集成创新能力 ，使各种相关

技术有机融合 ，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创新 。

要继续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作为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 。

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 ，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没有自主

创新 ，我们就难以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 ，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国家尊严 ，甚至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的 ，是花钱买不到的 ，引进技术设备并

不等于引进创新能力 。我们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

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贯彻到各个产业 、行业和地区 ，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努力把

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

重点跨越 ，就是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 ，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 、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

的关键领域 ，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关键领域的突破实现技术跨越 ，一直是

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方式 。重点跨越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们既要看到现在

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同过去相比有很大增强 ，又要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必须把有限

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实施重点跨越 ，就要紧紧把握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 ，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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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虑 ，围绕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目标 ，选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

支撑发展 ，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 ，支撑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支撑发展是我国科技进步的根本任务 。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着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双重任务 ，面临着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双重使命 ，面临着扩大国内

需求和开拓国际市场的双重要求 。同时 ，改变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 ，突破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可

持续发展的制约 ，也都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科学技术必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的

突出问题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提供保障 。

引领未来 ，就是着眼长远 ，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培育新型产业 ，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引领未来是科技工作的神圣使命 。当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不断

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指出新方向 、开辟新领域 。特别是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 ，为

技术和生产发展引领新的道路 。我们应当前瞻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 ，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若

干领域超前部署 ，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提高持续创新能力 ，使科学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导力量 。

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 ，枟规划纲要枠 提出了未来 １５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 。概括地说 ，就

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学技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对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 枟规划纲要枠 还从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

业 、农业 、能源资源 、环境 、疾病防治 、国防科技 、人才队伍 、科研体系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发

展目标 ，涵盖了经济 、社会 、人的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等各个方面 。实现这些目标 ，不仅会使我国

科技发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也会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

　 　三 、明确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

枟规划纲要枠 对未来 １５年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 ，从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重大专项 、

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等方面确定了重点任务 ，明确了今后我国科技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 。

枟规划纲要枠 提出了 ５个战略重点 ：

一是把发展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 。我国能源资源人均占有量低 ，生态环境脆

弱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不足 。现在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两

大基本矛盾 ：一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还将长

期存在 ；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这个矛盾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推进 ，还会更加突出 。那种依靠高投入 、高消耗 、高污染的老路是不可持续的 ，绝不能再走

下去了 。我们必须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 ，转变增长方式 ，解决资源环境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问题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

二是把掌握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突破

口 。从世界范围看 ，信息技术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新材料技术发展十分迅猛 ，蕴含着巨大

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以信息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的集成创新为核心 ，开发一批重大成套装备 、高技

术装备 ，尽快改变我国在这方面缺乏核心技术 、关键成套装备基本依靠进口的局面 ，促进信息化与

工业化良性互动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

三是把生物技术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 。当前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

大突破 ，正在形成充满活力的生物技术产业群 。我国生物技术前沿研究与国际差距较小 ，并且拥有

生物资源丰富 、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 。我们要奋力抢占生物技术制高点 ，加强生物技术在农业 、工

业 、人口与健康等领域的应用 ，特别是加强粮食与食物安全 、重大传染病防控 、创新药物等方面的

研究开发 ，提升相关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

四是加快发展空天和海洋技术 。空天和海洋技术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 。我们要以载人航天 、

轨道空间站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等先进空天技术开发为重点 ，加强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我国海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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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与国际差距较大 ，我们要以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 、海底资源勘探和深海技术等为重

点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维护国家利益 。

五是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

途径 ，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 。前沿技术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是新产业革命

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技术基础 ，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我们要在对国家长远发展

具有带动作用 ，同时又具有良好基础和发展优势的领域 ，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进行前瞻性部

署 ，力争取得突破 。

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 ，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 ，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

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 ，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 枟规划纲要枠 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 、

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高

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水

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重大新药创制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

治 ，大型飞机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１６个重大专项 ，涉及信息 、生物等

战略产业领域 ，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 ，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 。

采取重大专项这种方式推动和加快科技发展 ，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 ，也是我国的一条成功经

验 。这种方式能够整合有限的科技资源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充分调动企业

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能够加快攻克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科技难关 ，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和突破 ，

带动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

我们要通过实施一批重大专项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群 ，抢占未来竞争的

制高点 ，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 、带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 ，并通过工程示范

和推广应用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掌握一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的核心技术 ，提升相关领域

整体技术水平 ，保障国家安全 ；建成几项标志性工程 ，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 。

科学技术发展是全社会的事业 。我们同样要关注各个领域 、各个层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

鼓励各种类型的发明创造 ，支持社会各个方面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 、政府的和民间的 、国家立项的

和独立进行的研究与开发 ，充分调动全体科技人员投身自主创新和科技发展的积极性 、创造性 ，多

出成果 ，快出成果 ，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 ，共同繁荣我们的伟大事业 。

　 　四 、落实推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保证 枟规划纲要枠 的顺利实施 ，需要从深化体制改革 、完善配套政策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营造激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等方面 ，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切实措施 。

（一） 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事业发展和推进自主创新的动力 。要继续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 ，更大

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

不断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 。

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 ，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

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 ，是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 。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只有以企业为主体 ，才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

场导向 ，有效整合产学研的力量 ，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

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 、研究开发的主体和科技成果应用的主

体 。一要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 ，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 ，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

二要整合科技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 。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工程项目要向国内企业开放 ，特别是

在具有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 ，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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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程中心和公共科技成果 ，要向企业开放 。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为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提

供社会化 、市场化服务 。三要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鼓励企业与科研部门 、高校联合共建工程实

验室 、共性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平台 。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 。四要注重发挥中小企业在

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 ，是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 。国家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 。

要继续推进科研院所管理体制 、国防科技体制和科技宏观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 。科研院所管理

体制改革 ，主要是对于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类科研机构 ，要支持它们进入企业或向企业化 、

市场化转制 ；对于从事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 ，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

度 。国防科技体制改革 ，最重要的是建立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的新机制 ，这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

条重要方针 。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 ，健全科技资源社会共享机制 ，提高国家动员和整合科技资源的能力 。

（二） 制定和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 。政府引导和推动科技发展 ，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政

策和制度环境 。国务院已经提出了 枟实施 枙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枛 的若干配套政

策枠 ，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

一是财税和金融政策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 ，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 。实行促进自主创新的

政府采购制度 ，优先购买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 。完善相关金融政策 ，引导

各类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 。

二是产业政策 。继续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 ，制定和完善促进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政策 ，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 ，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开发能力 。

加强对重大技术和装备引进的管理 ，防止盲目重复引进 。

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 。当前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面临着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第二次创业 。高新区要进一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化重要基地的优势 ，

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成为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强大引擎 ，成为高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 ，成为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

的前沿阵地 。要继续完善支持高新区发展的有关政策 ，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就不可能有自主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 ，不仅是树

立我国国际信用 、扩大国际合作的需要 ，更是激励国内自主创新的需要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尊重

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就是鼓励科技创新 。全社会都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

观念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高度重视 。要加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

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违法侵权行为 。

（三）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 。科技投资是战略性投资 。为保证 枟规划纲要枠 的顺利实施 ，必须进

一步增加科技投入 。要建立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今年中央财政要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

“十一五” 期间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要调整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结构 ，

重点支持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 ，支持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科技工程 ，加强国家

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要切实加强科技经费监管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要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科技投入 ，形成政府 、企业 、社会多元化 、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格局 。

（四）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最宝贵 、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自主创新 ，人才为本 。这些

年来 ，我国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无不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无私

奉献 。要努力营造人才辈出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体制环境 。要重视发现和培养一流科学家和学

科带头人 。要大力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习 ，鼓励年轻人敢于探索 、敢于创新 、

敢于超越 ，让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要不拘一格选人才 ，加大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管

理人才公开招聘力度 ，重点科研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其他高级科研岗位 ，要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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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发展创新文化 ，培育创新意识 ，营造创新环境 ，提倡百家争鸣 。倡导追求真

理 、宽容失败的科学精神 ，摒弃心浮气躁 、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推进素质教

育 ，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 。加强科学普及工作 ，广泛传播科学思想 ，形成崇尚

科学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

　 　五 、实施 枟规划纲要枠 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关系

实施 枟规划纲要枠 ，加强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伟大事业 ，也是一项

复杂 、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全局 ，特别要

把握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 。

一是经济与科技的关系 。经济与科技相互渗透和融合 ，是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特征 。科

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 。经济发展既为科技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支

持 ，又为科技发展提供永不枯竭的巨大需求 。正确处理经济与科技的关系 ，就是要把我国经济发展

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上来 ，科技发展要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要以企业为载体实现经济

与科技的有机结合 。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必须把政府

行为与市场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 ，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的主要职责 ，是加强

科技宏观管理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 ，同时对事关国计民生 、国家安全和长

远利益的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 ，给予重点支持 。市场竞争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

力 。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有效整合科技资源 ，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

三是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的关系 。把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指导方针 ，这是

不能动摇的 。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必须坚持

自主创新 。但是 ，坚持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引进先进技术 。在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开放的背景下 ，我们

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 ，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 ，扩大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

四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技术发明的先导 ，是应用开发的源泉 。要重视科

学的基础作用和长远价值 ，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基础研究 ，争取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基础

研究也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主要领域 ，为技术创新和应用开发服务 。要从学科发展 、

科学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等方面 ，对基础研究作出安排 。同时 ，要从市场出发 ，加强应用

开发研究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 ，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促进基础

研究和应用开发协调发展 。

五是统筹兼顾与保证重点的关系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

布局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多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

集中力量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重点突破 。我们要把这两方面有机统一起来 ，树立全局观念 ，确保战

略重点 ，全面实现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

六是近期与长远的关系 。今年是 枟规划纲要枠 启动实施的第一年 ，也是实施 “十一五” 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 。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抓紧部署 枟规划纲要枠 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 。要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 ，率先启动一批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 ；根据科技发展整体布局 ，抓紧

建设一批重点科技基础设施 。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需要和科技发展趋势 ，对 枟规

划纲要枠 提出的各项任务 ，作出总体考虑和安排 ，有些需要提前部署 ，为以后发展打好基础 。

推进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脚踏实地 ，勇攀高峰 ，开创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的新局面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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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广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在 “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广东高峰论坛” 上的演讲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９日）

今天 ，很高兴参加中山大学举办的 “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广东高峰论坛” 。这次论坛 ，群贤毕

至 ，献策建言 ，必将有益于促进创新型广东建设 。这更生动地反映出 ，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重大战略决策 ，已经逐步深入人心 ，正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借此机会 ，我对论坛

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对中山大学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 ，我围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广东” 这一主题 ，谈几个问题 。

　 　一 、自主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史 ，科技进步的水平决定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人

类文明由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发展到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 ，归根到底 ，都是

科学技术这一革命性力量推动的结果 。代表中国古代杰出科技成就的 “四大发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

做出了伟大贡献 。马克思说 ：“火药 、指南针 、印刷术 ———这是预见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 ，而印刷术则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对精神

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 。” 近代以来 ，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 。三次技术革

命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 ，迸发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进入 ２１世纪 ，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信

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等领域正在孕育新的重大突破 。生物工程 、生物领域 、生物科技极有可能成为下

一次科技革命的制高点 。

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区域一体化在合作中推进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经

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 ，它带来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 ，进一

步说 ，就是生产成了全世界的生产 ，消费成了全世界的消费 ，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 ，

否则 ，满足不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所带来的对生产力的要求 。因此 ，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

实质上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技进步和创新催生新的生产力 ，开发新产品 ，形成

新产业 ，拓展新市场 ，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

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大战略 ，力图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名为 “国家创新

基础” 的一系列重大研究发展计划 ，欧盟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关键 。世界上 ２０个科技

强国占有全球 ９０％ 以上的发明专利 ；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全球 ８６％ ，获得了全球 ９８％ 的技术

转让和许可收入 。自然资源匮乏的韩国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成功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生存

条件恶劣的以色列 ，坚持科技立国 ，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均科技产出长期居世界前列 。

各国之间的竞争 ，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核心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 。自主创新作为科技发

展和进步的原动力 ，它创造的核心技术具有难以复制性 ，形成的知识产权具有法定独占性 ，制定的

技术标准具有市场准入强制性 。从企业和产业发展来看 ，自主创新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法宝 ，谁能在

自主创新上先行一步 ，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超额利润 ，谁就能在行业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 。美

国微软公司 ，通过自主创新开发出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技术标准 ，获得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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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软件的垄断地位 ，目前占据了全球 ９０％ 以上市场份额 。深圳朗科公司 １９９９年研发

出世界第一款闪存盘 ，２００２年获得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２００４年又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这项重大

发明使软盘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国家和区域发展来看 ，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和地区崛起的

筋骨 ，谁能在自主创新上独占鳌头 ，谁就能在经济发展中独辟蹊径 ，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独领风骚 。

美国长期称雄世界 ，凭借的正是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芬兰原来以木材为支柱产业 ，经济并

不发达 ，上世纪 ８０年代末 ，选择移动通信产业为突破口 ，大力开展自主创新 ，不到 １０年时间 ，就

成为世界通信产业强国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 ：自主创新能力是核心竞争力 ，是第一竞争力 ！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 ，始终把科技工作摆到全局和战略的重要位置 。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同志发出了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 ，“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重要论断 ，极大地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 。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地提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在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洞察国际发展大势 ，敏锐把握我国发展

的历史机遇和战略需求 ，高瞻远瞩 ，总揽全局 ，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伟大号召 。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抓住了世界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的关键和要害 ，继承和创新

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科技理论 ，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科技工作方针和政策 ，必将推动我国科技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

总结过去 ，谋划未来 ，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深刻认识自主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决定性作用 。充分认识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

措 ，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

　 　二 、广东自主创新的成就与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

全省生产总值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８５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年的２１ ７０１亿元 ，年均增长 １３畅７％ 。 ２００５年 ，广东国

内生产总值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双双突破 ２万亿元 ，来源于广东的财税总收入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分

别达到４ ４３２亿元和４ ２８０亿美元 。目前 ，广东的生产总值 、财税收入 、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总

额分别约占全国的 １／９ 、 １／７ 、 １／４和 １／３ ，在全国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广东还为国家发展大

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每年上缴国家税收２ ０００多亿元 ，为兄弟省市提供了１ ６００万个就业岗位 。

广东省对全国的贡献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 ，广东的实践回答了什么叫改革开放 ，怎

么搞改革开放 ；什么是市场经济 ，怎么搞市场经济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怎么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江泽民同志的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的 “科学发展观” ，都是在广东

首先提出来的 。广东的实践和成就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信心和勇气 。

近年来 ，广东科技进步特别是自主创新也取得长足发展 ，主要表现在 ：

创新能力位居前列 。国家科技部公布的 枟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枠 显示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

合指标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三 ，属于国内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 。 ２００４年 ，广东创新的经济绩效综合

指标排名全国第二 ，知识创造能力 、知识获取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综合指标也位居全国前列 。

我省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４９％ ；技术自给率逐步提高 ，２００４年达到

４３％ 。

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我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１１年居全国首位 ；长期位居国内第三名的发

明专利申请量 ，去年已超越北京市 ，跃居全国第一 。 ２００５年 ，我省共有 １５个项目分别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华南农业大学的 “H５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的
研制及应用” 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 ，全省拥有 １６５件中国名牌产品 ，继续位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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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位 。拥有 ５６件中国驰名商标 ，数量居全国前列 。华为牌程控交换机被评为全国三个 “中国世界

名牌产品” 之一 （另两个为海尔牌洗衣机和海尔牌电冰箱） ，其销量居国际同行第一 。

创新条件日益完善 。广东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综合指标排名全国第三 。截至 ２００５年底 ，省级以

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达到 ３３３家 ，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３３家 ；省

级重点实验室 ９５家 ，部级重点实验室 １６家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６家 。 １５９个省级专业镇中已建立

１０８个较为完善的行业技术创新平台 。

高新产业迅猛发展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多年来保持 ２０％ ― ３０％ 的高速增长 。 ２００５年 ，全省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超过 １万亿元 ，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２５％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 ８３５畅８亿美元 ，总

额占全国的 ３８％ ，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 。全省已建立 ６个国家级和 １０个省级高新区 ，形成了

全国著名的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 。

创新机制初步形成 。我省已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机制 ，企业的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基本形成 。全省达到 “四个七成” ，即科技活动机构 、科技人员 、科技经费 、高新技术产品

的七成都来自企业 。深圳的这四个比重更高 ，达到九成 。涌现出华为 、中兴 、美的 、 TCL 、大族激
光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 。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必须清醒看到 ，广东自主创新还存在不少差距 ，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 ，

与建设经济强省的要求不适应 。

科技投入上 ：投入渠道单一 ，投入强度不足 。 ２００５年 ，全省研究与开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仅
为 １畅１６％ ，低于全国 １畅３０％ 的水平 ，与发达国家 ２％ — ３％ 的水平差距更大 。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产

品销售收入比重不到 １％ 。科技投融资体系不健全 ，风险投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风险投资不

风险 ，风险项目不投资” 的问题比较突出 。

技术路线上 ：重引进轻消化 ，重模仿轻创新 。全省用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投入比例是 １ ∶

０畅０７ ，远远低于韩国等国家 １ ∶ １０的水平 。我省电子信息产业 ，九成左右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

业 ；在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先进制造四大高新技术产业中 ，广东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的仅 ２４畅７％ ，精密仪器制造业 、医疗设备 、重大工程机械等产品基本依赖进口 。

人才支撑上 ：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人才培养不适应创新要求 。我省无论在人才数量 ，还是

在人才质量方面 ，均落后于国内先进省区市 ，人才结构也不尽合理 。目前 ，广东每万名人口科技活

动人员数 ３５名 ，全国排名第八位 ，与北京的 ２０２名 、上海的 １００名相差甚远 ，与江苏的 ４５名 ，浙江

的 ４４名 ，也有很大差距 。我省自主创新 “领军人物” 偏少 ，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 、组织重大

科技创新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不足 。全省院士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高级职称人才 ，在全国各省

区市中排在第九位 、第五位和第六位 。高级技工等高技能人才数量少 ，全省技术工人需求量缺口

１３０多万人 。为此 ，省委最近作出一个重大决策 ，准备从明年开始 ，由省财政出资 ，安排广东城镇

和农村户籍的当年退役士兵 ，免费进职业院校接受培训 ，毕业后推荐就业 。

体制机制上 ：旧的科技体系已经打破 ，新的创新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的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 ，项目立项 、职称评审 、成果鉴定 、考核评估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革 。创

新资源共享协作机制不完善 ，存在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 、重复建设等问题 。

我们必须全面 、客观 、辩证地看待广东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广东经济总量第一 ，能说明一些问

题 ，但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广东经济总量第一 ，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但如果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一些 ，

对国家的贡献就会更大 。

当前 ，广东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 ，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主要是 ：增长方式比较

粗放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 ，科技支撑力量较为薄弱 ，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

大 。长此下去 ，资源环境承载难以为继 ，经济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综合竞争力提升难以为继 ，社会

和谐稳定难以为继 。这警醒我们 ，继续采取传统发展模式没有出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刻不容缓 ，促进全面协调发展刻不容缓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刻不容缓 。形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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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安思危 ，与时俱进 ，积极探索发展新路 。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党中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 ，提出了科学发

展观的思想 ，要求广东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温家宝总理也

要求广东在新一轮发展中 ，更加注重科技进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省委 、省政府认真学习领会中

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审时度势 ，科学决策 ，做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大抉择 。我们充分

认识到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我省经济发展最致命的弱点 ，发展后劲不足是制约我省可持续发展的

最大隐患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内在要求 ，是广东发展后劲之所

在 、前途命运之所系 、核心竞争力之所依 ，是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实选择和惟一选择 ！我们只

有走这条路 ，广东才有前途 。

基于这样的认识 ，２００５年 ９月广东召开自主创新会议 ，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关于自主创新的

文件 ，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广东的宏伟目标 。今年初全国科技大会后 ，我们又对全省自主创新工作进

行了再动员 、再部署 、再落实 ，要求在认识上 、行动上 、出成果上先行一步 ，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

现在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呈现百舸争流 、奋勇争先的发展

态势 。上海确立了未来 １５年的科技发展目标 ，提出到 ２０１０年区域创新体系逐步完善 ，知识竞争力

居全国前列 ；到 ２０２０年区域创新体系高效运转 ，知识竞争力名列亚洲前列并进入世界先进地区第二

集团 ，成为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之一 。山东省提出 ，到 ２０１０年形成结构合理 、重点突出的科技创新

总体布局 ，建设科技创新型省份 。浙江省提出要经过 １５年努力 ，成为居全国前列的科技强省目标 。

一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发展竞争 ，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形势逼人 ，不进则退 。我们必

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与差距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下更大的决心 ，

花更大的力气 ，用更大的投入 ，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 ，高举自主创新大旗 ，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

路 ，争当自主创新排头兵 。

　 　三 、创新型广东建设的目标 、任务和重点

建设创新型广东的总体思路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重点突破 、带动全局 、支撑发

展 、引领未来的方针 ，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

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 ，走出一条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以人

才为根本 、以产业技术为重点 、以环境为基础 、以体制为保障的自主创新新路子 ，把我省建设成为

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

建设创新型广东的主要目标是 ：到 ２０１０年 ，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符合科技和

产业发展规律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区域 、产业 、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 ，若干个中心城市初

步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发展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５３％ （２００５年

为 ４９％ ） ，技术自给率达到 ４８％ 左右 （２００４年为 ４３％ ） ，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达到 ８０件 （２００５

年为 ６９畅３件）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超过 ３５％ （２００５年为 ２４畅４％ ） 。到 ２０２０年 ，

全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基本建成创新型广东 。

为了选准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主攻方向 ，２００３年以来 ，省委 、省政府组织国内高层次著名专

家 ，对我省工业九大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信息化 、科技中长期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把

脉会诊 ，出谋划策 。省委 、省政府集思广益 ，在研究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对制约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问题进行梳理 ，提出了八个重点突破领域 ：

第一 ，信息与通讯领域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年产值已经超过 １万亿元 。必

须进一步做大做强 ，保持国内领先 ，跻身世界一流 。要重点研究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构件化

软件生产技术 、 Linux软件技术 、数字音视频技术 、新型信息显示材料及元器件 （TFT‐LCD） 等重
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二 ，先进制造领域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我省工业优化升级 ，提高工业竞争力的主攻方向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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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开发先进轿车与汽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控制系统及其

关键技术 、石油化工制造关键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三 ，新能源与节能领域 。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 ，是破解广东能源短缺制约 ，保障经济安全的

关键所在 。要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和节能技术 ，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 。重点研究开发氢能利用与燃料

电池 、风力发电技术 、太阳能利用技术和节能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四 ，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 。生物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 。

我们必须主动跟进 ，力争占有一席之地 。要加强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创新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提

高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重点研究开发人类功能基因组技术 、生物反应器技术 、生物医学材料 、人口

调控与生育调节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五 ，材料领域 。新材料技术是改造我省传统产业的重要支点 。要积极应用纳米技术改造传统

材料性能 ，提高基础材料技术水平 。重点研究开发超大容量信息储存材料 、高性能磁性材料 、新型

电子陶瓷材料 、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六 ，现代服务业领域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现阶段广东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 。

要以信息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提升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 。要重点研究开发智能交通系统 、网络化教育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现代医疗服务技术 、

现代物流技术 、科技检测和综合技术服务等重大产品 （服务） 和前沿技术 。

第七 ，海洋 、资源与环境领域 。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 ，关系到我省的可持续发展 。要大力

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科学开发和挖掘自然资源 ，综合治理区域和行业的环境 。重点研究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技术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术 、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和减灾防

灾关键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第八 ，农业领域 。依靠科技创新是我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要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保障农

产品和生态安全为重点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 。重点研究开发动植物育种新技术 、农产品保

鲜及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安全与高效种养技术和食品安全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围绕八大重点领域 ，“十一五” 期间 ，我省将组织实施 ２０个重大科技专项 ，努力突破核心技术 ，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带动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 。这 ２０个重大科技专项包括 ：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系统 、高端家电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新一代汽车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大关键

装备 、电子新材料 、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创新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等 。

在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中 ，我们着力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措施 。

一是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加强资源重组整合 ，形成结构合理 、功能完备 、富有活力 、开放竞争

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制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 。加快高

等教育发展 ，加强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 ，全省普通高校由 ７１所增加到 １０２所 ，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由 １５畅３％ 提高到 ２２％ 。我们与教育部签署了继续共建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的协议 ，

广东将拨出 １０亿元 ，用于支持两校 “９８５工程” 二期建设 。

二是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主体 。提高广东的产业竞争力 ，

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扶持重

点企业和重点产品 ，全力推动企业成为科技投入 、研究开发 、风险承担 、应用受益的主体 。对 ５０家

省级重点工业大企业 ，每家投入 ２００万元 ，支持其办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选择 ２０家有条件的

企业集团组建研究开发院 。实施名牌带动战略 ，对获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和驰名 （著名） 商标称号

的企业实行重奖 。

三是加强产学研结合 。产学研结合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要采取

有力措施 ，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为支撑 、以产业化为目

标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近年来 ，深圳 、佛山 、珠海等市与北大 、清华等一批全国知名高校联合建立

了研究开发院 ，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化活动 。积极推动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省财政

１２领 导 讲 话



对每名进站博士后补贴 ４万元 ，目前广东博士后流动站数量居全国前列 。最近 ，我们与教育部联合制

定了关于加强产学研结合的意见 ，２００６年广东将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 ，作为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

四是引进和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人才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是推动自主创新的决定性力

量 。要紧紧抓住培养 、吸引 、用好人才三个关键环节 ，实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南粤青年人才 、

高技能人才 、企业家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党政人才等六大人才工程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层次 、

复合型 、高技能人才 。我们设立了省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 ，省财政每年投入３ ０００多万元 ，主要用

于六大人才培养工程的项目启动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生活补贴等方面 。设立专项资金 ，每年投入

３ ０００万元 ，支持高校招揽高层次人才 。广东即将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技能型人才

培养工作 ，到 ２０１０年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规模将达 １７４万人 。

五是多渠道加大创新投入 。我们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 ，以联合出资形式 （中央 ３成 ，

广东 ７成） 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专项基金 ，第一期投入５ ０００万元 。广东还设立了省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 、技术标准专项资金 ，强化全省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工作 。省政府 、广州市相继投入 ５

亿元 ，与中科院联合共建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院 、工业技术研究院 、华南植物园等重大创新项目 。

六是加强自主创新区域合作 。大力推进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科技合作 ，积极引进和吸收其他省市

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 。组建 “泛珠三角” 科技合作平台 ，实施科技资源共享 、合作组建科技组群 、

联合创新 、科技人才培养等四大科技行动 。近年来我们与港澳联合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今

年广东筹集的联合攻关招标资金高达 ４亿元 。

七是培育和发展创新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一个民族的魂 。创新文化孕育自主创新 ，自

主创新激扬创新文化 。 ２００３年 ，广东做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 ，掀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 。我

们大力弘扬 “敢为人先 、务实进取 、开放兼容 、敬业奉献” 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 ，积极营造鼓励创

新 、宽容失败 、激励成功 、善待挫折的文化氛围 。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

提供理论指导 。我们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 ，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 、学校 、企业开展各种创新竞

赛 ，让创新的火花竞相迸发 ，让创新的实践蓬勃开展 ，让创新的成果充分涌现 。

　 　四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自主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推进自主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 ，高等学校集教学 、科研和育人于一身 ，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和作用 。高等学校汇聚了主要的基础理论研究资源 ，是知识创新体系的主力军 ；提供了企业和

产业发展的技术依托和技术源头 ，是技术创新体系的生力军 ；构成了创新格局的重要支点 ，是区域

创新体系的方面军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广东高等学校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很大贡献 ，取得了

很多成绩 。但从总体上看 ，高等学校的作用和潜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主要问题是 ，科技创新与

经济发展结合得不够紧 ，重理论 、轻应用 ，重论文 、轻专利 ，重成果 、轻效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不

少科研人员还处在那种 “闷头想题目 ，闭门搞研究 ，成果束高阁” 的状况 。具体来说 ，就是 “四个

脱节” ：科研与市场脱节 ，产学研脱节 ，成果与产业化脱节 ，评价体系与实际贡献脱节 。这些问题不

解决 ，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有一个大的提高 。

因此 ，高等学校要围绕发挥作用 ，激发潜能 ，着力在五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要在与经济社会结

合上下工夫 。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选课题 ，搞科研 。二是要在与企业合

作上下工夫 。企业处于市场第一线 ，能敏锐捕捉市场机遇 。高等学校要主动走出校门 ，加强与企业

合作 ，既发挥自身科研与人才优势 ，帮助企业解决创新源不足的问题 ，又借助企业贴近市场的优势 ，

实现自身科研成果的工程化和产业化 。三是要在成果转化上下工夫 。树立成果转化与学术研究并重 、

创造财富与学术贡献并重的观念 ，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转化为生产力 。四是要在提高科学

水平上下工夫 。要跟踪和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 ，坚持原始性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 ，产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即支撑当前的发展又引领未来的发展 。五是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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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夫 。解决高等学校科研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说到底要靠体制机制创新 。要进一步改革科研管

理体制 ，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技术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 ，把高等学校蕴藏的创

新潜能充分释放出来 。

自主创新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科技工作者需要有正确 、持久 、强大的精神动力作支撑 。当

前 ，特别是要树立五种精神 。

（一） 树立爱国精神 。 “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 。” 爱国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是一个科学家献

身科研 、追求创新最深厚 、最持久的源泉 。爱国主义为自主创新指明了正确的奋斗方向 ，提供了强

大的前进动力 。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 ，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以身许国 ，为国争光 ，作出了骄

人业绩 。王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 ，国内外众多权威曾断言 ， “汉字是中国信息化的癌症” 。

王选怀着强烈的爱国心 ，经过 １８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实现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自主创新 ，使我们

的印刷术告别了铅与火 ，迎来了光与电 ，我们这个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民族 ，再一次在印刷技术上领

先于世界 。王选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 “自主创新 ，振兴中华” 。他不愧为新时代的民族英雄 ，科技工

作者的光辉楷模 。希望大家以王选为榜样 ，心系祖国 ，不甘落后 ，奋起直追 ，立志创新 ！

（二） 树立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是科学的基本要求和实质内涵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创新是有

规律可循的 。不尊重事实 ，不尊重规律 ，谈何自主创新 ！在 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 ，钟南山院

士不畏权威 ，坚持真理 ，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试验 ，提出了 “三大治疗原则” 和 “三早三合理”

等一系列科学救治方法 ，使广东创下 ３畅８％ 的全世界最低的非典死亡率纪录 。反观黄禹锡 、陈进之

流 ，丧失科学道德 ，为博取不当名利 ，不惜弄虚作假 ，欺世盗名 ，蒙得一时 ，蒙不得一世 ，最终落

了个身败名裂 ，为人所不齿 ，教训十分深刻 。希望大家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 ，尊重规律 ，开拓创新 ！

（三） 树立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一名优秀科学家的必备品格和崇高境界 。科技创新是一项在未

知领域上下求索而又充满风险的事业 ，只有不计较名利得失 ，耐得住孤独寂寞 ，经得起失败考验 ，

以苦为乐 ，甘于奉献 ，才能做出成绩 ，取得成功 。邓稼先等一批功勋科学家扎根西北荒漠 ，为研制

我国 “两弹一星” 作出巨大贡献 ，他们是奉献精神的化身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种种不良诱惑 ，我

们更要坚定奉献精神 ，旗帜鲜明地反对趋利媚俗 ，反对急功近利 ，反对浅尝辄止 。希望大家爱岗敬

业 ，力戒浮躁 ，淡泊名利 ，奉献创新 ！

（四） 树立攀登精神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 。马克思说 ，在科学的道路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

只有不畏艰险 ，沿着崎岖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突

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 ，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 ，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 。此后 ，他又锲而不舍 ，成功培育出超级稻 。正如他自己所说 ，“科学研究没有止境 ，好比

跳高比赛 ，越往高处越难 ，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这就是攀登精神的生动写照 ！希望大家

学习袁隆平勇攀高峰的精神 ，不畏艰险 ，迎难而上 ，敢于超越 ，执着创新 ！

（五） 树立团队精神 。当今科技发展同时呈现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 。大多数的自主创新活

动 ，都需要各学科高度融合 ，需要各种知识综合应用 。对百年来诺贝尔奖现象的研究表明 ，前 ５０年

基本上是靠个体奋斗 ，后 ５０年基本上靠团队攻关 。因此 ，在自主创新中 ，既要发挥领军人物的核心

作用 ，更要形成团队协作的强大合力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假如没有全国数

千个单位 、几十万科技大军形成的社会大协作体系 ，要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真是无法想象 。希望大家

发扬航天人精神 ，齐心协力 ，博采众长 ，厚积薄发 ，善于创新 ！

中山大学是国内外知名学府 ，伟人手创 ，历史悠久 ，人才辈出 ，建树卓越 。 ８０多年来 ，中山大

学为国家 、为广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 ，站在这个讲坛上 ，面对中大精英 ，我强烈地感受到创新

的蓬勃活力 ，看到了创新型广东的光辉前景 。

回溯既往 ，中山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 ；面向未来 ，中山大学理应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承担更大责任 。

借此机会 ，我想表达一个希望 ，希望中山大学坚持教学 、科研和育人三位一体 ，努力为广东培养大批

创新型人才 ，努力成为广东自主创新的重要动力源 ，努力建成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创新型大学 。

３２领 导 讲 话



在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
协调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 　黄华华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７日）

尊敬的赵沁平部长 、尚勇部长 ，同志们 ：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这是教

育部和广东省政府落实省部合作协议 ，推进产学研结合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此我代表省委 、省政府

对赵沁平部长 、尚勇部长和教育部 、科技部的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借此机会 ，对教育部 、

科技部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大会精神 ，推动 、提高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 ，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在

去年 ９月签署了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枠 （下称 枟协议枠） ，并且

决定联合成立协调领导小组 。科技部对我省与教育部的合作非常重视 ，决定派尚勇部长加入协调领

导小组 ，共同推进省部产学研的合作 。在教育部 、科技部和广东省的共同努力下 ，省部联合推进产

学研结合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筹建工作基本就绪 。今天协调小组正式成立

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标志着省部联合推进产学研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推进下一步工作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今天的会议上 ，同志们审议了省部 枟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

能力的意见枠 ，并对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和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的工作计划进

行了讨论 ，达成了共识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刚才赵沁平副部长 、尚勇副部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

对我省的科技 、教育工作和推进省部产学研合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我完全赞成 。我相信按照今天

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有关工作管理要求 ，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省部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一定

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

产学研结合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广东作为全国的经

济大省 ，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必须更多地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素质的历史阶段 。广

东省委 、省政府已明确提出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大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 。教育部的直属高校

是我国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和丰富的人才资源 。省部联合推进产学

研结合 ，不仅能够把部属重点高校的科技成果 、技术力量和创新人才等科技资源与广东的制造能力

和经济产业 、市场优势有机地融合起来 ，尽快地提升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而且将有

效地推进高等院校与产业化的结合 ，促进我国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也为全国科技教育体制和机制

改革探索新路子 ，提供新经验 ，形成省部合作双赢的良好经验 。

省部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很重要 ，但同时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根据去年的 枟协议枠 精神 ，我

们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以部属高校为技术支撑 ，以产业化

为目标 ，以自主创新为动力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 ，通过省部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优势互补 ，努力攻

克一批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搭建一批科技创新平台 ，开发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新产品 ，打造一批

自主品牌 ，培训一批创新人才 ，使广东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 。

这是总体的指导思想 。

领导小组作为负责推进省部产学研合作的领导机构 ，责任重大 ，任务繁重 。协调领导小组从今

天正式成立起 ，将全面履行职责 ，加强对省部产学研各项工作的组织工作 。今天是第一次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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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个是研究 、确立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 、教育部关于加强产学研结合 　提高

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枠 （下称 枟意见枠）。要把大家的意见再次综合 ，由办公室进行修改 ，修改完

后由省府办公厅把关 ，给教育部进行会签 。

对于这个 枟意见枠 ，我看最主要的是资金问题 。 ２００６年开始的 １亿元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们

还是要想办法 ，很多兄弟省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兄弟省份对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投入的力度很

大 ，比如江苏今年将投入 ８亿元用于科技成果转化 。我省的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止省部合作这 １亿元 ，

譬如说 ，仅电子信息产业的液晶平板显示器 ，今年就投了 ３亿元有重点地支持 ，这也是属于成果转

化 ，我省整个科技投入资金是不少的 。

当然我省大 ，开支也大 。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还很穷 ，差距很大 ，我们的转移支付很多 。但不

论怎样 ，广东目前是第一经济大省 ，自主创新对广东非常重要 。广东要有后劲 ，关键是自主创新 。

广东 “九五” “十五” 的致命弱点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所以我们要针对薄弱环节 ，加大力度 。全

国 “十一五” 规划把自主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自主创新放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 ，广东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自主创新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我的政府报告中提出 “处理

好六大关系” ，第一个就是要处理好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十二项工作内容的第一项就是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的广东 ，因此不管财政怎么紧张 ，也要想办法 。

产学研相结合是自主创新里最重要的一个渠道 ，以企业为主体 ，但以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为支

撑 、依托 ，因为大量的人才 、科技成果在院校 、科研机构 。深圳大学不多 ，但有很多虚拟大学 ，清

华 、北大都有虚拟大学在深圳 ，虽然是虚拟的 ，但是成效是实在的 ，仅清华大学在深圳就有几百个

项目 。深圳很重要的核心经验就是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 。实践证明产学研结合是非常重要

的路子 ，所以省政府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 ，去年跟教育部签了 枟协议枠 。搞 １个项目不是一两个亿的

问题 ，有些好的项目要 ８亿 、 １０亿 ，甚至几十亿 。发展是第一要务 ，稳定是第一责任 ，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 ，这永远不能忘 。明年这笔开支就要列入预算 。

枟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的工作制度枠 对领导小组的组成 、领导小组的职责 ，

还有领导小组的会议制度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四大项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原则上同意 。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一般 １年召开 １次 ，今年主要先把指导性 、政策性文件 、总体意见先决定下

来 。请办公室根据今年实践的情况 ，对今年全年的情况进行总结 ，明年的经费要财政进行部署 ，明

年产学研结合的重点要突出 。从现在开始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全面履行职责 ，作为领导小组的具体

的工作机构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主动加强与教育部 、科技部和部属高校的沟通联系 ，及时汇报

省部合作进展情况 ，听取两部领导的工作指导 。根据工作安排组织各成员单位共同制订具体的实施

细节和方案 ，明确各部门的分工和职责 。自主创新不仅是科技厅 、教育厅的事情 ，各部门都有关系 ，

特别是在座的成员单位 ，一定要明确分工职责 ，各个部门还要制订具体的实施细节和方案 。各成员

单位 、全省各地市 、各部门要将开展好产学研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努力为省部产学研合作

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同时要认真结合自身实际 ，突出重点和特色 ，切实加强和教育部 、科技部

和各部属高校的联系与合作 ，组织 、引导好各地区企业 、科研单位和省属高校加强与部属高校的合

作 ，做好沟通协调 ，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不单是省属高校 ，各市还要主动跟部属高校 、省属高校联

系 ，总之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 ，主动做好沟通协调 ，对各市的项目 ，各市要设立基金 。我们要从大

局出发 ，破除本位主义 ，要密切配合 ，形成共同支持 、推动产学研合作的良好经验 。同志们 ，省部

推进产学研结合意义重大 、前景广阔 ，相信在教育部 、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在各成员单位和全省

各部门 、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不断开创产学研结合的新局面 ，为加快创新型广东建设 、为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国教育机制体制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５２领 导 讲 话



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
联合基金新闻发布会” 上的讲话

广东省副省长 　宋 　海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２７日）

各位来宾 、同志们 ，新闻界的朋友们 ：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新闻发布

会 ，我谨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对联合基金的启动和顺利实施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国家基金委的大力

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

今年 １月 １１日 ，黄华华省长在北京代表广东省政府与国家基金委签订了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的框架协议枠 ，商定自 ２００６年起 ，广东

省政府和国家基金委共同出资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联合基金的设立旨在吸引和凝聚全国及广东

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

联合基金是国家基金委与广东省政府共同推动地方自主创新的一个创举 ，在制度和机制方面都

取得了新的突破 ，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极大地振奋了广东科技界 。联合基金的实施 ，有利于提

高广东的原始创新能力 ，为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储备和支撑 ；有利于吸引人才

和加速培养人才 ，提升全省的科技综合实力 ；有利于增强广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后劲 。

一直以来 ，广东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指出 ，广东发展的潜力在科技 ，广东的竞争力在科技 ，广东的可持续发展在科技 ，广东人民生活水

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要靠科技 。近年来 ，广东省委 、省政府把推动自主创新放在重要位置来抓 ，

出台了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枠 枟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枠 等一系

列扶持 、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全省科技综合实力 、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具体表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国家科技部公布的 枟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枠 显示 ，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三 ，属于国内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 。广东创新的经

济绩效 、知识创造能力 、知识获取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综合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 。全省科技

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２００５年达到 ４９％ 。二是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我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连续 １１年居全国首位 ；今年上半年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 、第三位 。自主

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 ，也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名牌带动战略的实施 。目前 ，全省共获各类名牌称号

２ ４８０个 。其中 “中国名牌产品” ２２１个 ，占全国总数的 １６畅５％ ，名牌总数连续 ６年居全国第一 ； “中

国驰名商标” ８４件 ，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２９个 ，总数均居全国前列 。三是创新条件

日益完善 。我省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累计达到 ３３３家 ，其中国家级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３３家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９５家 ，部级重点实验室 １６家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６家 。

１５９个省级专业镇中已建成 １０８个较为完善的行业技术创新平台 。四是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去

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首次超过 １万亿元 ，达１０ ６８０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 ８３５畅８亿美元 ，

总额占全国的 ３８％ ，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７ ８０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０％ 。五是创新机制日益健全 。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全省科技活动机构 、科技人员 、科

技经费 、高新技术产品的七成都来自于企业 ，深圳更是高达九成 。全省科技型企业总数超过 １万家 ，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３ ８９９家 ，民营科技企业７ ７２７家 ，年产值超亿元的有 ５３０多家 。涌现出华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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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美的 、 TCL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 。

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看到 ，广东科技发展与建设 “创新型广东” 、建设经济强省的要求还不相适

应 。缺少在区域和国家层面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研发机构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偏少 ，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

今年 ９月 ，广东省委 、省政府在深圳召开了全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 ，对推进自主创新 、建设

创新型广东作出了全面部署 。到 ２０１０年 ，广东要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符合科技和

产业发展规律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区域 、产业 、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 ，若干个中心城市初

步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到 ２０２０年 ，全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基本建成创新型广东 。

在此 ，我希望全省广大科研工作者们 ，充分利用联合基金这个创新平台 ，与国内同行加强交流

合作 。同时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全国的科学家们 ，继续关心 、支持广东的经济 、社会 、科技发展 ，

踊跃参与和承担联合基金的各项科研工作 ，带动广东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希望大家常来常

往 ，我们将为全国的科学家们在广东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优质服务 。

再次感谢国家基金委长期以来对广东的大力支持 ！

谢谢大家 ！

７２领 导 讲 话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而努力奋斗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谢明权在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９日）

同志们 ：

这次全省科技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 、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和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 ，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建设

“创新型广东” 的战略部署 ，研究新形势下我省科技工作的主要任务 ，部署 “十一五” 全省的科技工

作 。下面 ，我代表省科技厅做工作报告 。

　 　一 、认清形势 ，提高认识 ，增强科技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今年年初 ，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明确提出了用 １５年时间使

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进入关键发展阶

段的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 １９５６

年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吹响了 “向科学进军” 的号角 ，取得了 “两弹一星” 为代表的科学成就 ；

１９７８年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解放了科学技术生产力 ，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 ；１９９５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 “科教兴国” 战略 。与前三次科技大会相比 ，我们

可以看到 ，这次大会党中央 、国务院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上 ，

首次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明确了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发展目标 ，制定了强

有力的配套政策措施 。配套政策力度之强 、范围之广堪称前所未有 ，体现了中央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不可动摇的决心 。

（一） 从国际情况看 ，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我们对此要有充分足够的认识 。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作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 。第一是把

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 。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学知识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 ，在基

础科学和诸多技术领域领先世界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招徕了大批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等 。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 ，明确提出 “美国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依赖于保持在全部科学前沿的领

先地位” 。 “９ · １１” 之后 ，美国借助反恐 ，加大了对有关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的投入 ，２００４年美国联

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已达１ ２２７亿美元 。美国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用工业技术创新的重大计

划 ，用于鼓励 、促进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保持产业优势 。

欧盟力图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组织 。 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 ，欧盟正式启动第六框架研究

计划 ，整合欧洲的科研力量 ，确定信息科技 、纳米科技 、航空航天科技 、食品安全科技 、资源环境

科技为优先领域 ，２００３年 ３月 ，欧盟委员会决定 ，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至 ２０１０年 ，欧盟的年科研经

费总额将从目前的占 GDP的 １畅７％ 提高到 ３％ 。

日本将科技创新立为国策 ，力争由一个技术追赶型国家转变为科技领先的国家 。进入 ２１世纪之

后 ，日本在科技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加大科技投入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 ，日本政府还

强化了科技领域的竞争机制 ，出台相应的政策 ，培养和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进入科技领域 。

韩国力图成为亚太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 。经历了经济崛起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 ，深切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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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成立由总统亲任委员长的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以增加政策制订

和协调管理的权威性 。韩国原来的技术相对还落后 ，但技术引进来后再创新做得很好 ，例如核发电

技术 ，引来后不到 ５年时间就可以出口技术了 ，高速列车技术 、汽车也如此 。

俄罗斯力图重振科技大国雄风 。 ２００２年 ，俄罗斯政府制定 枟俄罗斯联邦至 ２０１０年及未来的科

技发展基本政策枠 ，将发展基础研究 、最重要的应用研究与开发列为国家科技政策支持的首位 。

第二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 。如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

研发计划 ，欧洲科技框架计划和伽利略计划 ，韩国先导技术研发计划和替代能源计划 ，印度绿色革

命 、白色革命 、蓝色革命和软件产业发展等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

史机遇 ，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 ，也可能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 ，最终被边缘化 。

（二） 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 ２０２０ 年的战略选择 。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 ，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

路 。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 ，如中东产油国家 ；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

达国家的资本 、市场和技术 ，如一些拉美国家 ；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 ，大幅度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 ，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 。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 “创新型国家” ，有 ２０

个左右 ，如美国 、日本 、芬兰 、韩国等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 ：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科

技进步贡献率在 ７０％ 以上 ，一些具体指标 ，如 R&D／GDP 指标大都在 ２％ 以上 ；对外技术依存度指

标都在 ３０％ 以下 ；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 （美国 、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 数占世界总量的

９７％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芬兰 、韩国等国家在 １０― １５ 年左右的时间内 ，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韩国是从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成功范例 。 １９６２ 年 ，韩国人均 GDP只有 ８２美元 ，与

我国当时的水平大体相当 ，到 ２００１年达到８ ９００美元 ，比我国高出 ９倍之多 。现在 ，韩国人口只有

４ ７００万 ，经济总量大致相当于我国的 ４０％ 。在半导体 、汽车 、造船 、钢铁 、电子 、信息通讯等众多

领域 ，韩国都比我国较晚起步 ，但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已走到我们前面 ，并跻身世界前列 。韩国

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 。一是始终致力于培育和发展

自身的技术能力 。从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 ，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 ，技术引

进与消化吸收经费比例达到 １ ∶ ５０ 。二是持续增加研究开发投入 。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从 １９８０年

的 ０畅７７％ 增长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２畅９６％ 。三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活动 。企业研究开发机构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４８

个 ，增加到 ２００３年的近１０ ０００个 。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目前 ，韩国正在实施新的科技发展规

划 ，目标是到 ２００５年进入世界前 １２个领先国家行列 ；２０１５ 年成为亚太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 ，并进

入世界前 １０个领先国家行列 ；到 ２０２５年进入世界前 ７个科技领先国家行列 。韩国依靠科技创新实

现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正因为这样 ，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 ， “８６３计划” “９７３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资金等 ，取

得很好的成效 。 ２００３年 ，我国还启动了由温家宝总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制定工作 。目前 ，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环渤海湾 ３个地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

的领头羊 ，成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 、科技与产业实力最强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极具竞争力的地

区之一 。这 ３个地区在若干基础研究领域 ，如生命健康领域 ，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 ，在国际上有较

大的影响 ；在战略高技术如航天航空 、电动汽车 、磁悬浮列车的某些领域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已成为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

（三） 广东自主创新的成就与差距 。

我省的科技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成绩 ，科技综合实力连续几年在全国排第三位 ，居

上海和北京之后 。专利申请量连续 １１年排全国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很快 ，高新技术产品产

值 “十五” 以来年均增长 ３０％ ，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０ ６８０亿元 。科技基础条件不断增强 。通过几年的重大

科技攻关和粤港联合关键技术招投标 ，获得了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建立了一批科技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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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科技工作的做法和成效得到了科技部的认可 ，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所以这几年得到国家部门 ，

如科技部 、中国科学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每年不断增多 ，２００５年各种项目经费超过 ８亿元 。

具体体现在 ：

１畅 创新能力位居前列 。科技部公布的 枟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枠 显示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

指标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三 ，属于国内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 。 ２００４年 ，广东创新的经济绩效综合指

标排名全国第二 ，知识创造能力 、知识获取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综合指标也位居全国前列 。

我省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４９％ ；技术自给率逐步提高 ，２００４年达到

４３％ 。

２畅 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我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１１年居全国首位 ；长期位居国内第三名

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继去年超越北京后 ，今年第一季度又超越上海 ，跃居全国第一 。 ２００５

年 ，我省共有 １５个项目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华

南农业大学的 “H５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及应用” 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 ，全

省拥有 １６５件中国名牌产品 ，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拥有 ５６件中国驰名商标 ，数量居全国前列 。 “华

为牌” 程控交换机被评为全国三个 “中国世界名牌产品” 之一 （另两个为 “海尔牌” 洗衣机和 “海

尔牌” 电冰箱） ，其销量居国际同行第一 。

３畅 创新基础条件日益完善 。广东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综合指标排名全国第三 。截至 ２００５年底 ，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累计达到 ２２７家 ，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３３家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９５家 ，部级重点实验室 １６家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６家 。 １５９个省级专业

镇中已经建设了 １０８个较为完善的行业技术创新平台 。

４畅 高新产业迅猛发展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多年来保持 ２０％ — ３０％ 的高速增长 。 ２００５年 ，全省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 １万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 ２５％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 ８３５畅８亿美

元 ，总额占全国的 ３８％ ，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全省已累计建立了 ６个国家级和 １０个省级高新

区 ，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 。

５畅 创新机制初步形成 。我省已初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机制 ，企业已经成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 。全省达到 “四个七成” ，即科技活动机构 、科技人员 、科技经费 、高新技术产品的

七成都来自于企业 。深圳的这四个比重更高 ，达到九成 。涌现出华为 、中兴 、美的 、 TCL 、大族激
光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 。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必须清醒看到 ，广东自主创新还存在不少差距 ，与经济大省的地位和建设

经济强省的要求不相称 。与创新型广东的要求不适应 。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

１畅 创新基础不适应 。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完全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机构数量不足 ，全省

省地两级科研院所有 ２６６家 。全省七成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为产业发展服

务的部分科技创新平台尚未建立 ，如家电 、电子 、先进制造 、信息媒体等平台 。

２畅 创新素质不适应 。我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低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不多 ，主要是

贴牌生产和加工贸易 。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光机电一体化等四个高新技术支柱产业主要

产品总体技术水平不高 ，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 、产业链的低端 ，广东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

仅 ２４畅７％ 。精密仪器制造业 、医疗设备 、重大工程机械等产品基本依赖进口 。全省累计发明专利申

请只占专利申请总数的 ９畅８％ ，与上海的 ２４畅０４％ 、江苏的 １４畅５％ 比 ，差距很大 。 IT 领域的专利 ８５％

属于国外的 。

３畅 体制机制不适应 。旧的科技体系已经打破 ，新的创新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有利于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的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 ，项目立项 、职称评审 、成果鉴定 、考核评估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

革 。创新资源共享协作机制不完善 ，存在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 、重复建设等问题 。

４畅 科技投入不适应 。投入渠道单一 ，投入强度不足 。 ２００５年 ，全省 R&D投入占GDP的比重仅
为 １畅１６％ ，低于全国水平 （１畅３０％ ） ，与发达国家普遍 ２％ ― ３％ 的水平差距更大 。企业研究开发经费

０３ 综 　 　述



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不到 １％ 。全省科技投融资体系不健全 ，风险投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风

险投资不风险 ，风险项目不投资” 的问题比较突出 。

５畅 人才资源不适应 。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人才培养不适应创新要求 。我省无论在人才数

量 ，还是在人才质量方面 ，均落后于国内先进省区市 ，人才结构也不尽合理 。目前 ，广东每万名人

口科技活动人员 ４１名 ，仅在全国排名第八位 ，与北京的 １８１名 、上海的 １１０名相差甚远 。我省自主

创新的 “领军人物” 偏少 ，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 、组织重大科技创新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

不足 。全省院士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高级职称人才 ，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仅排在第九位 、第五位和

第六位 。高级技工等高技能人才数量少 ，２００５年 ，全省技术工人需求量缺口 １３０多万人 。

我们必须全面 、客观 、辩证地看待广东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我省经济总量第一 ，为国家做出了

贡献 ，但如果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一些 ，对国家的贡献就会更大 。

当前 ，我省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 ，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主要是 ：增长方式比较

粗放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 ，科技支撑力量较为薄弱 ，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

大 。长此下去 ，资源环境承载难以为继 ，经济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综合竞争力提升难以为继 ，社会

和谐稳定难以为继 。这警醒我们 ，继续采取传统发展模式没有出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刻不容缓 ，促进全面协调发展刻不容缓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刻不容缓 。形势要求

我们居安思危 ，与时俱进 ，积极探索发展新路 。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我省经济发展最致命的弱点 ，

发展后劲不足是制约我省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患 。张德江书记强调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是广东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内在要求 ，是广东发展后劲之所在 、前途命运之所系 、核心竞争力之所依 ，

是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实选择和唯一选择 ！基于这样的迫切需求 ，２００５年 ９月我省召开自主创

新会议 ，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 ，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广东的宏伟目标 。今年初

全国科技大会后 ，我们又对全省自主创新工作进行了再动员 、再部署 、再落实 ，要求在认识上 、行

动上 、出成果上先行一步 ，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

现在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呈现百舸争流 、奋勇争先的发展

态势 。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以后 ，２０个省 、市 、自治区召开了科技大会 ，采取切实措施 ，国内兄弟省

市都纷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 。上海确立了未来 １５年的科技

发展目标 ，提出到 ２０１０年区域创新体系逐步完善 ，知识竞争力居全国前列 ；到 ２０２０年区域创新体

系高效运转 ，知识竞争力名列亚洲前列并进入世界先进地区第二集团 ，成为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之

一 。山东省提出 ，到 ２０１０年形成结构合理 、重点突出的科技创新总体布局 ，建设科技创新型省份 。

浙江省提出要经过 １５年努力 ，成为居全国前列的科技强省目标 。一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

发展竞争 ，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形势逼人 ，不进则退 。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与差距 ，充分认

识到新形势下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要意识到自己肩上承担的重大责任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

使命感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 ，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争当自主创新排

头兵 。广东 ２１个地级市的科技部门团结起来 ，统一部署 ，形成合力 ，我想力量是无穷的 。

　 　二 、明确建设创新型广东的目标 、任务和重点

“十一五” 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省委 、省

政府已对我省 “十一五” 规划作出了部署 ，枟广东省科学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枠 已经制定 ，确

定了建设创新型广东的主要目标是 ：到 ２０１０年 ，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符合科技和

产业发展规律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区域 、产业 、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 ，若干个中心城市初

步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发展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５３％ 。到 ２０２０

年 ，全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基本建成 “创新型广东” 。这是当

前和未来一段时间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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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涉及各领域 、各个部门 、各阶层 ，涉及城市 、农村 ，影响非常大 ，范围非常广 。但要

考虑一下哪些科技工作是面上的工作 ，哪些是重点要抓的 。下来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 ，我想

可以概括为 ：三个围绕 、八个重点突破领域和八项措施 。

（一） 三个围绕

一是围绕党委和政府关注的工作 。二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 。三是围绕社会和谐 、社会发展

工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

（二） 八个重点突破领域

１ ．信息与通讯领域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年产值已经超过 １万亿元 。必须进

一步做大做强 ，保持国内领先 ，跻身世界一流 。要重点研究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构件化软件

生产技术 、 Linux软件技术 、数字音视频技术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TFT‐LCD） 等新型信息显
示材料及元器件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２ ．先进制造领域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我省工业优化升级 ，提高工业竞争力的主攻方向 。要重点

研究开发先进轿车与汽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控制系统及其关键

技术和石油化工制造关键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３ ．新能源与节能领域 。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是破解广东能源短缺制约 、保障经济安全的关键所

在 。要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和节能技术 ，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 。重点研究开发氢能利用与燃料电池 、

风力发电技术 、太阳能利用技术和节能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４ ．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 。生物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 。我

们必须主动跟进 ，力争占有一席之地 。要加强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创新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提高

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重点研究开发人类功能基因组技术 、生物反应器技术 、生物医学材料 、人口调

控与生育调节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５ ．材料领域 。新材料技术是改造我省传统产业的重要支点 ，要积极应用纳米技术改造传统材料

性能 ，提高基础材料技术水平 。重点研究开发超大容量信息储存材料 、高性能磁性材料 、新型电子

陶瓷材料 、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６ ．现代服务业领域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现阶段广东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 。要以

信息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 。要重点研究开发智能交通系统 、网络化教育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现代医疗服务技术 、现代

物流技术 、科技检测和综合技术服务等重大产品 （服务） 和前沿技术 。

７ ．海洋 、资源与环境领域 。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 ，关系到我省的可持续发展 。要大力发展

海洋高新技术 ，科学开发和挖掘自然资源 ，综合治理区域和行业的环境 。重点研究开发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技术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术 、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和减灾防

灾关键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８ ．农业领域 。依靠科技创新是我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要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保障农产品

和生态安全为重点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 。重点研究开发动植物育种新技术 、农产品保鲜及

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安全与高效种养技术和食品安全技术等重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

围绕八大重点领域 ，“十一五” 期间 ，我省将组织实施 ２０个重大科技专项 ，努力突破核心技术 ，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带动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 。这 ２０个重大科技专项包括 ：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系统 、高端家电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新一代汽车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大关键

装备 、电子新材料 、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创新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 。

（三） 八大措施

在做好 “十一五” 科技工作和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中 ，我们要着力采取以下八个方面的重大措

施 。

１ ．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 。重点抓好一批创新平台建设 ，要建设一批公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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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 。加强资源整合和重组 ，形成结构合理 、功能完备 、富有活力 、开放竞争的区域自主创新体

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制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 。对我们省科技创新体系来

说 ，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 、研究院 。广东强调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强调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 ，目前 ６９个省直科研机构通过改革 ，只剩下 ９个公益性的研究所 。如果没有一批与产

业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基地 、创新平台 ，产业怎么办 ？社会发展怎么办 ？这是我们科技部门

应该考虑的问题 。台湾工业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 ，就是因为台湾当时建设了一批面

向工业 ，与产业结合起来的研究开发平台 。

企业研发中心的功能 、发展方向 ，跟公共平台不一样 ，公共平台是从行业的角度 、从公共性的

方面来考虑的 ，所以我们要建设一批跟产业紧密相结合起来的研究基地 、研发基地 。这些平台要充

当研究平台 、技术开发平台 、服务平台 。我个人认为 ，建立一批与产业紧密结合的研究基地 、研究

院 ，研究两个字不能丢 。两年来我省启动建设了包括广州工业研究院 、东莞电子产业研究院 、顺德

家电研究院 、南海信息媒体研究院等 ８个研究平台 ，要围绕加强研究的问题 ，从机制 、人才 、资金

等方面采取措施 。要有好的机制才能使得研究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发展下去 。建设研究院最好与

当前的科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在活力和与经济结合两方面下功夫 。因此 ，我们认为今年要把建

立创新平台作为重点工作 。

２ ．加强科技攻关 、重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 ，突破核心技术 ，不断提高技术自给率 。

突出科技创新 。创新什么 ，就是要抓亮点 。科研经费不是很多 ，要集中 ，要突出重点 ，不要面

面俱到 。开展关键技术突破 ，这是科技部门非常重要的职责和任务 。上面提到的八大重点领域和二

十个重大科技专项就是我们创新和突破的重点 。继续抓好重点领域科技攻关 ，重点在信息与通讯 、

先进制造 、新能源与节能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新材料 、现代服务业 、海洋资源与环境 、农业等 ８个

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以及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讯系统 、高端家电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新一

代汽车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大成套装备 、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创新 、新型发光与显示系统等

８大重大专项 。进一步扩大粤港科技联合招标的规模和领域 ，力争 ２００６年招标总额达到 ８亿元 。同

时 ，要逐步推进粤港澳和泛珠三角地区的联合科技攻关和招投标工作 。通过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

获得一批重点产业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核心技术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

利用广东省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的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针对广东未来发展的瓶颈和实

际问题 ，引导全国知名科技专家和科技团队帮助我省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

３畅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质量和内涵 。加快发展电子信息 、生物医

药 、新材料 、光机电一体化等四大高新技术优势产业 ，努力开拓环保 、新能源与节能 、纳米技术 、

海洋资源开发等新的高新技术领域 。

加强高新区建设 。高新区显示度非常高 ，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也是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的有效措施 。推进高新区 “二次创业” ，把高新区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人才集聚 、研究

开发能力集聚 、产学研集聚的 “四位一体” 基地 。指导部分园区通过再造新机制 、新环境 、新特色 ，

向专业化 、高集成 、大基地方向发展 。指导未建设高新区的地级市加快整合建设高新区 ，近期建设

２ －３个省级高新区 ，争取在现有的省级高新区中 ，升级 １ － ２个为国家级高新区 。继续建设一批火

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促进山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新区是科技部门的一个亮点 ，是科技部门

应该重点组织和引导的一项重要工作 ，希望没有高新区的地市尽快做好高新区的筹建和规划工作 。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我省九大工业产业 ，加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提升现代

服务业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金融保险 、现代物流 、旅游 、网络教育等第三产业的水平 ，发展三

高农业和规模效益型农业 ，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 。

４ ．加强产学研结合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

产学研结合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要采取有力措施 ，建立健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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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为支撑 、以产业化为目标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

近年来 ，深圳 、佛山 、珠海等市与北大 、清华等一批全国知名高校联合建立了研究开发院 ，与企业

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化活动 。积极推动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省财政对每名进站博士后补贴

４万元 ，目前广东博士后流动站数量居全国前列 。最近 ，我们与教育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产学研

结合的意见 ，２００６年起广东将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 ，作为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

５畅 引进和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人才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是推动自主创新的决定性力

量 。要紧紧抓住培养 、吸引 、用好人才三个关键环节 ，实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南粤青年人才 、

高技能人才 、企业家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党政人才等六大人才工程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层次 、

复合型 、高技能人才 。我们设立了省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 ，省财政每年投入３ ０００多万元 ，主要用

于六大人才培养工程的项目启动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生活补贴等方面 。

６畅 促进社会发展科技创新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１） 是组织实施清洁生产科技行动计划 ，在陶瓷 、纺织服装 、钢铁 、电力等行业加快清洁生产

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的推广应用 ，为广东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

（２） 是实施公共安全计划 ，加速建立完善公共科技预警应急机制和公共安全监控体系 ，建立健

全 SARS 、禽流感疫情 、重大食品安全 、重大自然灾害 、人口与健康 、防灾减灾 、社会安全保障 、

人居环境建设等预警应急体系和公共安全监控体系 。

（３） 是大力推进全省社会服务和文化体育事业等领域的科技进步 ，加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

究 ，为各行业 、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

（４） 是启动实施 “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专项计划” ，切实加强对 “三农” 问题的科技支持 ，带动

县域经济的发展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 。包括继续加大专业镇建设和引导力度 ，推动其

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 ；全面推进农村信息 “直通车” 工程 ，完善 “直通车” 工程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 ，以信息化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攻关和实用技术推广 。实施科技富

民强县工程 ，加大山区科技扶贫力度 ，在山区扶持形成一批资源型 、 “造血型” 科技企业和区域特色

产业 。

７畅 加强自主创新区域合作 。

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 ，积极引进和吸收其他省市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 。组建 “泛

珠三角” 科技合作平台 ，实施泛珠江三角洲科技资源共享行动 、合作组建科技组群行动 、联合创新

科技行动 、科技人才培养行动等四大科技行动 。近年来我们与港澳联合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项目公开招标 ，今年广东筹集的联合攻关招标资金高达 ４亿元 。

８畅 培育和发展创新文化 ，提高公众科技素质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一个民族的魂 。创新文化孕育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激荡创新文化 。 ２００３

年 ，我省做出了建设 “文化大省” 的战略部署 ，掀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 。我们大力弘扬 “敢为人先 、

务实进取 、开放兼容 、敬业奉献” 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 ，积极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激励成功 、

善待挫折的文化氛围 。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为建

设创新型广东提供理论指导 。我们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 ，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 、学校 、企业开

展各种类型的创新竞赛 ，让创新的火花竞相迸发 ，让创新的实践蓬勃开展 ，让创新的成果充分涌现 。

　 　三 、加强自身建设 ，创造性开展工作 ，推动全省科技工作再上新台阶

重视加强全省科技系统的建设 ，各地市科技局和相关单位 、部门要做到三个高度重视 ：一是高

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高度重视科学的管理和诚信 ，三是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提高四

个方面的能力 ：增强科技宏观管理和决策的能力 ，增强协调社会资源开展科技攻关的能力 ，增强科

技适应市场经济和环境的能力 ，增强科技依法行政的能力 。

从目前科技部门的职能来看 ，总结起来的特点是 “四个少 、四个多” ：一是管理少 、服务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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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行政许可法枠 出台以后 ，政府部门审批的事项不多 ，需要服务 、引导推进的工作多 ；二是定量少 、

定性多 。定量的任务不多 ，但是定出了大方向 ，如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是

眼前少 、长远多 ，很多事情是长远的 ，如科技攻关 ；第四是应急的少 、前瞻性的多 ，科技部门有这

些特殊性 ，我们要利用特点 ，发挥好作用 。

要做到创造性开展科技工作 ，我想有几个方面需要大家认真考虑和把握 ：

第一 ，要加强学习 ，制定和落实科技政策 。学习发达国家 、地区的科技发展经验 。我们是职能

部门 、参谋部门 ，要协助省人大 、省政府制定有关科技方面的政策法规 。科技系统内部也要制定必

要的规章制度 ，使管理出效益 。

第二 ，要积极主动 ，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 ，做好科技工作 。建设科技强省和创新型广东 ，

责任重大 ，单靠科技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 ，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国家让我省当排头兵 ，率先实现

现代化 ，科技应该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们科技系统要好好思考 。我们要经常研究科技问题 。一

方面 ，我们科技系统的干部眼光要放远 ，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问题 ，不能仅仅是站在科技局的角

度 。调动领导的积极性很重要 ，如果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不唱科技歌 ，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不重视

科技工作 ，认为科技可有可无 ，工作就很难开展 。我们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措施 ，主动与政府其

他部门 、行业部门很好地协调 ，让他们都主动地支持科技工作 。省委 、省政府如此高度重视科技工

作 ，作为职能部门 ，如果我们仅仅坐着等上面布置工作 ，那就起不到职能部门应起的作用 。科技管

理部门要善于发现 ，积极主动出击 ，组织一些真正能够获得核心技术 ，能够为产业服务的项目 。

第三 ，要有大局观念 。要跳出科技的小循环 ，开阔思路 ，研究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

题 ，使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 。

第四 ，要改革科技计划管理 ，不断提高科技管理水平 。这次全国科技大会以后 ，科技部已经加

快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步伐 ，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按照新的计划体系进行资源配置 ，推行科

技项目招标和评估制度 ，科技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将更加开放等 。作为省的层面也将有一些相应的措

施 ，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和杜绝科研腐败方面将是我们推进改革的重点 。

第五 ，要突出地方特色 。科技工作不能要求一致 ，省市县和各市间都有差异 ，因此要因地制宜 ，

结合实际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科技工作要有地方特色 ，科技要与当地政府的工作目标结合 。

同志们 ，希望大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团结奋进 ，开拓创新 ，踏实工作 ，廉洁奉公 ，为我省

“十一五” 科技发展开好头 、起好步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多做工作 ，为广东当好排头兵 ，率先实现现

代化多作贡献 ！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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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验室体系建设 　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

———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兴华在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５日）

同志们 ：

今天 ，广东省科技厅在这里召开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总结会议 ，主要内容是总结省重点实

验室建设情况 ，交流工作经验 ，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借此机会 ，我首先代表省科技厅 ，向

２０年来为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全体科技人员致以亲切地慰问 ，对在考核评估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重点实验室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对积极关心支持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省直有关部门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刚才 ，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已经对 ２０年来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 ，对今后发

展思路和措施进行了安排 。我都十分赞同 。 ２０年来的实践表明 ，我们按照 “开放 、流动 、竞争 、协

作” 方针建设省重点实验室的路子是对的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为我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优化

产业升级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突出贡献 。下面 ，我就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和发展谈几点意见 。

　 　一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建设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意义

“十五” 期间 ，我省紧紧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综合竞争力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努力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大环境 ，建立和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 、健康

发展 ，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已达到 ４９％ 。今年是 “十一五” 开局之年 ，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 ，省委 、省政府也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科技

强省和创新型广东的发展战略 。而且 ，国家 、省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配套政策的相继出

台 ，这些都为我省的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今后我省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 。可以肯定地讲 ，无论是从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看 ，还是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 ，省重点实

验室的地位和作用都会越来越突出 。

首先 ，实验室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发源地 。只要大家考察一下世界科技发展历程 ，就不能否认这

样一个事实 ，即绝大多数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都要依靠高水平的实验室来完成 。这些重点实验室已

经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行业 、一个学科领域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政府 、大学 、科研院所还

是企业 ，他们的科技创新源头大都来自于实验室 。例如 ，一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

用的重大军事技术 ，如原子弹 、雷达等 ，都诞生于美国政府或大学的国家实验室 。高科技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 ，也需要实验室提供创新动力 。举世闻名的贝尔实验室 ，创造出了晶体管 、信息论 、激光 、

光通信 、通信卫星 、蜂窝电话等多项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 ，也成为许多世界知名科

学家诞生的摇篮 。今后 ，实验室还将在世界各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其次 ，重点实验室是提升广东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 ，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我省专利年申请量连续 １１年排在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高新技术产品产

值突破１０ ０００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２９畅３％ 。但是 ，也要看到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 ，

我省面临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核心技术少的问题 ，并已成为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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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 。这些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是引进不了的 ，是买不过来的 ，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积累 ，自己的培养 。

作为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机构 ，我省重点实验室在建设科技强省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广东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性 、基础性作用 。

同时 ，重点实验室是建设 “和谐广东” 的有力支撑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技创新

不仅要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 ，也要为建设 “和谐广东” ，推动社会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

基础 。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 ，也要更加注重发挥省重点实验室在解决人口 、

环境保护 、疾病防治 、食品安全 、资源开发等社会发展问题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在 “市场失灵” 的

关键领域起到独特的作用 。

另外 ，建设重点实验室将继续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 。经过多年努力 ，我省初步建

立了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 、以产学研结合为依托的区域创新体系 ，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率日益提高 。但是 ，也要承认 ，科技与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相互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 ，开放 、竞争 、

协作的创新机制还没有形成 ，科技体制创新任务还很重 。建设重点实验室对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

　 　二 、要肯定成绩 ，找准差距 ，增强信心

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走过了 ２０年的发展历程 ，有特点 ，有成效 ，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很多东西

都值得我们去好好总结 。概括起来 ，我看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主要表现出 ： “三个特点 ，四大成

效 ，三个不足” 。

我省的重点实验室建设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

一是起步早 ，起点高 。我省从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就在国内率先启动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 ，路

子看得准 ，步伐走得快 ，而且起点很高 。在建设过程中 ，我们一直坚持面向科技前沿 ，依托优秀人

才 ，突出优势学科 ，整合优势资源 ，努力组建高水平的省级重点实验室 。许多老一辈的院士 （学部

委员） 和知名专家都参与了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

二是投入大 ，周期长 。我省对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不断增长 ，总投入已经超过 １０亿元 ，大大

促进了重点实验室的发展 。其中 ，政府财政 “七五” 投入１ ３２８万元 ， “八五” 投入４ ３２７万元 ， “九

五” 投入 １畅１亿元 ，“十五” 投入达 ２畅３亿元 。省财政经费带动了社会投入 ，为重点实验室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 。

三是数量多 ，学科全 。我省现有重点实验室 ９４家 ，从总量和规模上来说 ，已经走在国内各省市

区前列 。省重点实验室涵盖的学科和领域也非常广泛 ，对我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起

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

我省的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在改革科研体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省重点实验室较好处理好了科研

体制改革中 “破” 与 “立” 的关系 ，起到了 “稳住一头” 的重要作用 。在推动科研机构进入经济主

战场的同时 ，以实验室为载体集中优势技术力量和优秀人才建立 ，构建了科研机构科技创新的核心

和堡垒 ，促进了科研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同时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进一步改善了科技创新环境条

件 ，建立健全了科技创新机制 ，提升了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提高了大学的学科建

设和科研水平 。据统计 ，省重点实验室累计承担各类科技项目７ ３２４项 ，部分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 ，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共获得厅局级以上奖项 ９６５项 ，其中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 ２项 ，

二等奖 ２４项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创新能力同步提高的良好局面 。为加快建设科技强省 ，２００４年 ，省

科技厅在全国率先提出省实验室建设要打破隶属关系界限 ，并面向全社会组建了 １４家省公共实验

室 。这种联合 、开放 、共享的建设方式 ，充分利用和整合了广东及国内外的科技资源 ，创新了实验

室运行机制 ，提升了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

二是在优化创新环境 ，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省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优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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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科研团队栖息的 “梧桐树” 。先后有 ６位省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或学科带头人被选为两院院士 ，

现在一共有 ３８名院士担任实验室主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职务 。实验室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科技人才 ，其中 ９３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２２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国家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９人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７人 。历年来 ，重点实验室共培养高级人才３ ７９９人 ，其中

培养博士后 １９７人 ，博士生 ９８０人 ，硕士生２ ６２２人 。

三是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一方面 ，省重点实验室及其

依托单位直接转化科技成果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 “十五” 期间 ，省重点实验室通过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让带动各行业实现经济效益超过 ９００亿元 。广东省现代表面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制的激

光雕刻陶瓷网纹辊产品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替代了进口产品 ，已实现年销售１ １００万元 ，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 ，省重点实验室通过技术转让 、委托研究 、技术咨询等方式 ，为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 ，提高了广东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立的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

材料重点实验室 ，近 ３年来承担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项目 ５５项 ，新增产值超过 ２亿元 ，新增利税

３ ０００万元以上 。一些省重点实验室还到科技园区 、专业镇等产业集聚地设立了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

机构 ，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 。

四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省重点实验室在抗击 SARS和禽
流感疫情 、应对苏丹红食品安全事件和红火蚁事件 、处理北江水污染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为人

民生命安全 、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突出贡献 。例如 ，在抗击 SARS的斗争中 ，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

省呼吸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 ，凭借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 ，创造了 SARS病死率全球
最低 、存活率全球最高的好成绩 。

当然 ，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 。只有正视问题 ，找准根

源 ，加以改进 ，重点实验室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是部分实验室研究方向不够明确 ，把握科技前

沿能力不足 。二是部分实验室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弱 ，发展后劲不足 。三是部分实验室管理模式比

较陈旧 ，机制创新不足 。

　 　三 、要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加快推进实验室体系建设

省重点实验室走过了 ２０年的发展历程 ，硕果累累 ，人才辈出 ，大大提升了我省的科技创新能

力 ，推动了我省社会经济发展 。省科技厅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推动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为此 ，我

们希望与广大科技人员一起 ，努力推动实验室体系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

一是进一步强化省重点实验室的地位 。

省重点实验室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广东的战略目标 ，面向国际竞争 ，为增强科技储

备和原始创新能力 ，坚持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在这个总体定位下 ，各个重点实验室要

结合所在领域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突出重点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进一步明确

发展方向 。只有各个重点实验室都找准了自身的定位 ，一些优势条件才能很好地利用起来 ，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才能双双获得突破 。省科技厅将对重点实验室进行分类评价和动态管理 ，促进实验室

的长期健康发展 。同时 ，要将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省公共实验室 、重大科研基地以及国家 、部委

级在我省的实验室建设相互协调起来 ，形成结构合理的实验室体系 。通过实验室体系的建设 ，进一

步完善我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为我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条件支撑 。省科技厅还

将制定 “十一五” 广东省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 ，明确实验室的功能和定位 ，优化地区布局 ，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 。

二是进一步提高省重点实验室的水平 。

要鼓励研究基础好 、发展潜力大 、研究水平高的省重点实验室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

实验室 。现在科技厅正努力创造条件 ，不断培育一些省重点实验室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省部共建

实验室 ，协助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申请建设生物资源国家实验室和建筑科学国家实验室 ，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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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国家科技资源 ，提高广东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对于其他省重点实验室 ，也要加强人才培养 、

学科建设和设备设施改造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今后 ，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增加重点实验室投入力度 ，

争取国家和省相关部门的科技投入适当向省重点实验室倾斜 。

三是进一步创新省重点实验室的运行机制 。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开放 、流动 、竞争 、协作” 的运行机制 ，提高重点实验室的活力和创造力 。

实验室应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质量 ，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专家来

实验室工作 。实验室要按需设岗 ，竞争上岗 ，建立内部激励机制 ，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 、支持

人才干成事业 、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环境 ，提高创新效率 。同时 ，要建立服务社会的新机制 。更新

观念 ，采取措施 ，加强省重点实验室与社会的联系 ，加强产学研合作 ，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 、技术 、

信息等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提高自身能力和地位 。

同志们 ，今年是 “十一五” 的开局之年 ，也是党中央 、国务院全面部署建设 “创新型国家” 的

开局之年 ，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必须紧紧跟上国家和广东的科技发展战略 ，与时俱进 ，加快发展 ，

提高素质 ，力争在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和发展 ，进一步加大投入 ，强化服务和完善环境 ；也希望广大科技人员抓住机遇 、开拓创新 、

扎实工作 ，勇攀高峰 ，增创实验室体系建设的新辉煌 ，为我省建设创新型广东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社会进步谱写更光辉的篇章 。

谢谢大家 。

９３领 导 讲 话



重要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１ － １２日 ，为期两天的广东省

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举行 。

会议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总结全省自主

创新工作 ，推广深圳市自主创新经验 ，部署实施

自主创新战略 ，加快推进建设创新型广东 。黄华

华 、钟阳胜 、李鸿忠 、王宁生 、宋海 、许德立 、

李统书等省领导出席大会 。广东省副省长佟星主

持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深圳 、广州 、佛山和东

莞四个城市的自主创新经验介绍 。广东省省长黄

华华作了大会的总结报告 。

会议指出 ，广东多年来的实践 ，特别是深圳

市的实践 ，充分表明了自主创新能力是最强的竞

争力 。只有坚持自主创新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广

东的产业竞争力 ，才能顺利实现广东经济转型 ，

才能最终实现建设创新型广东的目标 。广东省

委 、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工作 ，特别是近年

来把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放在重要位置来抓 ，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 、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使

广东省科技综合实力 、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

提高 ，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

增强 。自去年召开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

议以来 ，广东自主创新工作又取得新进展 、新成

效 ，具体体现在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创新水

平明显提高 、自主品牌培育取得明显效果等方面 。

广东省围绕自主创新主要抓了八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认真贯彻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在全省掀

起了自主创新热潮 。二是加强创新平台和基础条

件的建设 ，自主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 。三是科技

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

构初步形成 。四是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促进

产业竞争力明显提高 。五是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

次人才 ，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六是加强社会

发展领域的自主创新 ，为建设和谐广东提供了有

力支撑 。七是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区域协调

与国际合作发展取得新突破 。八是加强科普教育

和宣传工作 ，营造了全省自主创新的良好气氛 。

黄华华强调 ，推进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广

东 ，是新阶段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唯一选

择 ，各地要以这次现场会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对

自主创新重要性 、紧迫性的认识 ，把自主创新作

为发展的主导战略 ，组织力量全力推进 。

会议还印发了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自

主创新的若干政策枠 （征求意见稿）。这些政策围

绕科技投入 、税收激励 、金融支持 、政府采购 、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 、科

技创新基地与平台 、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 ，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大环

境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

根据广东省委 、省政府对推进自主创新 ，建

设创新型广东的总体部署和目标要求 ，到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将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基本建成创新型广东 。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谢惠芳）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８日 ，广东省委 、省政府在广

州召开 ２００５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 ２８８个

科技项目获得奖励 ，获奖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年新

增利税 、节支８ ６００万元 。其中 “广东美的集团家

电产业创新系统工程建设” 和 “广东温氏农业龙

头企业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与示范” 获得特等

奖 ，另有 ２９个项目获一等奖 。中共广东省委副

书记 、省长黄华华作重要讲话 。会议由中共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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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钟阳胜主持 ，广东省领导

肖志恒 、王宁生 、宋海 、许德立 ，中山大学党委

书记郑德涛等出席了会议 。

会议宣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 枟关于 ２００５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通报枠 ，并为获奖单位举

行了颁奖仪式 。随后 ，黄华华代表广东省委 、省

政府向获奖集体和个人表示了祝贺 。他指出 ，广

东省委 、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工作 ，近年来

大力实施科技强省战略 ，全省科技综合实力和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 “十五” 期间 ，全省科技

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了 ３畅８ 个百分点 ，达到

４９％ ，但广东省科技综合实力特别是自主创新和

原创性创新能力还不足 ，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国内

先进省市的差距还较大 。

黄华华强调 ：目前 ，广东省已经到了必须更

多地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省委 、省政府坚决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策部

署 ，及时作出了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

业竞争力的决定枠 ，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广

东 。今后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

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二是大力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注重

运用电子信息 、生物技术 、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推进高新区的 “二次创业” ，

努力提高高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形成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 。三是以自主创新为突破口 ，抓好

重点产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的科技攻关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对原始创

新的支持力度 ，加强技术的集成创新 ，高度重视

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 ，在关键领域

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四是以企业为主体 ，

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型

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因地制宜 ，与产业相结合 ，

依托专业镇和行业建设一批公共创新平台 ，帮助

中小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五是开放协作 ，加

强自主创新区域合作 。进一步加强粤港澳科技合

作与交流 ，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 ，加

快区域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 。六是以人为本 ，大

力营造有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 。

钟阳胜勉励获奖的科技工作集体和个人珍惜

荣誉 ，再接再厉 ，为广东省科技发展和创新型广

东建设再立新功 。他要求全省科技部门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深刻领会黄华华省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

以获奖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 ，进一步增强工作责

任感和使命感 ，锐意创新 ，开拓进取 ，勇攀高

峰 ，为广东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

据了解 ，此次获奖的成果水平和质量较高 ，

２８８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以上水平 ；八成达

到国内领先以上水平 。绝大部分项目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 ，已申请发明专利 ５９２件 ，在专利 、著作

权 、计算机版权等方面获授权 ８９０项 （件）。而

且 ，项目技术含量高 、创新性强 ，经济和社会效

益十分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 ，获奖项目平均每个

项目年新增利税 、节支 ８６００万元 ，创汇 ５４７万美

元 。如获特等奖的广东美的集团通过实施 “家电

产业创新系统工程建设” 项目 ，承担国家和省 ２０

多个科研项目 ，获专利授权 １３００多项 ，使企业

有了很大发展 ，２００５年销售收入近 ３００亿元 ，年

纳税额达 ５亿多元 ；广东温氏集团和广东恒心集

团等单位完成的 “农业龙头企业产学研科技创新

模式与示范” 项目 ，创立并发展完善了 “公司 ＋

基地 ＋农户”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和 “公司 ＋

基地 ＋高校 （研究所）” 紧密型农业产业化产学

研科技创新体系 ，对我国的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

的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累计利税达 ４０ 亿元 ，

带动了 ８万养殖户 ，农户增收共 ３７亿元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９日上午 ，广东全省科技工作

会议在广州召开 ，副省长宋海出席会议并发表讲

话 ，省科技厅厅长谢明权作工作报告 。

宋海在讲话中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存

在一些不协调的因素 ，广东已经到了必须更多地

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阶段 。因此要坚决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 、建设和谐广东的主要动力 ，既要提高原始

性创新能力 ，又要加强引进吸收消化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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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强调 ，要坚持走新型的科技化道路 ，把

科技创新与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

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

质紧密结合起来 ，特别是要与广东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工作结合起来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要

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 ，结合各

地实际 ，努力提高广东的科技创新能力 。要加强

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 ，完善科技

创新的政策保障体系 ，优化创新环境 。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谢明权在工作报告中说 ，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 ，世界许多国

家都作出了强化科技创新 、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战

略选择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

战略 。

谢明权表示 ， “十一五” 时期广东的科技工

作要在八个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一是信息与通讯

领域 ，必须进一步做大做强 ，保持国内领先 ，跻

身世界一流 ，重点研究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

术 、构件化软件生产技术 、 Linux 软件技术等重
大产品和前沿技术 ；二是先进制造领域 ，要重点

研究开发先进轿车与汽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

术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控制系统及其关

键技术和石油化工制造关键技术等 ；三是新能源

与节能领域 ，要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和节能技术 ，

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 ，重点研究开发氢能利用与

燃料电池 、风力发电技术等 ；四是生物医药与健

康领域 ，要重点研究开发人类功能基因组技术 、

生物反应器技术 、生物医学材料 、人口调控与生

育调节技术等 ；五是材料领域 ，重点研究开发超

大容量信息储存材料 、高性能磁性材料 、新型电

子陶瓷材料 、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等 ；六是现代

服务业领域 ，要重点研究开发智能交通系统 、网

络化教育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现代医疗服务

技术 、现代物流技术 、科技检测和综合技术服务

等 ；七是海洋 、资源与环境领域 ，重点研究开发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术 、

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

技术和减灾防灾关键技术等 ；八是农业领域 ，重

点研究开发动植物育种新技术 、农产品保鲜及深

加工技术与装备 、安全与高效种养技术和食品安

全技术等 。

谢明权还表示 ，围绕八大重点领域 ， “十一

五” 期间广东将组织实施 ２０ 个重大科技专项 ，

努力突破核心技术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带动广

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 。这 ２０个重大科技

专项包括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高端

家电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新一代汽车 、核心

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大关键装备 、电子新材料 、

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创新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

济等 。

省直有关单位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负责同

志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局长 、各县 （市 、区）

科技局局长等参加了会议 。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谢惠芳）

广东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８日 ，广东省委 、省政府在广

州召开全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 ，总结 、交

流 “十五” 期间广东省推进专业镇建设与发展的

经验 ，部署推进 “十一五” 时期专业镇建设和发

展工作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黄华华在会

上作重要讲话 ，要求努力推动专业镇发展实现

“五个转变” 。会议由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钟阳

胜主持 ，副省长宋海作总结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

韩大建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 、省科技厅厅

长谢明权出席了会议 。

黄华华指出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专业镇

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省委书记张德江几

次作出重要批示 ，并专题考察调研专业镇发展情

况 。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张德江同志批示精神 ，切实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

加快发展专业镇的建设 。他强调 ，当前必须进一

步转变专业镇发展观念 ，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

的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新路子 ，努力推动专

业镇发展实现 “五个转变” ：产业规模由小向大

转变 ，创新能力由弱向强转变 ，产业层次由低向

高转变 ，区域布局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变 ，服务体

系由不完善向完善转变 。力争到 ２０１０年 ，省级

专业镇达到 ３００个以上 ，实现生产总值 １万亿元

以上 。

为此 ，必须重点抓好 “五个着力” ：一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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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快发展 ，做大专业镇经济规模 。要继续实施

“省市联动共同推进专业镇 （区） 建设计划” ，形

成发展梯队 。二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

专业镇发展水平 。三是着力推进产业建设 ，增强

专业镇产业竞争力 。四是着力改善服务 ，完善专

业镇配套服务体系 。五是着力加强区域和国际合

作 ，提升专业镇发展层次 。

黄华华强调 ，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切实注重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统筹协调 ，

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 ；搞好科学规划 ，分类指导

专业镇建设 ；加大扶持力度 ，增加专业镇建设投

入 ；营造良好氛围 ，优化专业镇发展环境 。

钟阳胜在主持讲话中强调 ，各级党委 、政府

和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张德江书记 、黄华

华省长的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 ，切实把专业镇工

作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与

县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结合起来 ，全面开创广东省专业镇发展新局面 。

宋海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各地 、各部门要在统

一思想 、提高认识 、形成推动专业镇加快发展的

良好氛围上取得突破 ；在落实专业镇发展的各项

扶持政策上取得新突破 ；在扩大专业镇规模上取

得新突破 ；在健全完善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

在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在完善投入

机制上取得突破 。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谢明权作了 枟加快发展专

业镇 　提升广东竞争力枠 的报告 。

会议还讨论了 枟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枠 。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关春华）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
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７日上午 ，广东省 、教育部产

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

全体会议 。会议由领导小组副组长宋海副省长主

持 ，组长黄华华省长 ，副组长教育部赵沁平副部

长 、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及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科技

厅 ，由谢明权厅长担任主任 ，李兴华副厅长和教

育部派到省教育厅挂任副厅长的雷朝滋同志担任

副主任 。

会上 ，宋海副省长宣读了 枟关于成立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枠 ，省部

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审议并原则上通过 枟广东省

教育部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

能力的意见枠 枟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

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枠 和 枟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

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工作计划枠 等 。

黄华华省长作了重要讲话 ，教育部赵沁平副

部长 、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分别代表教育部和科技

部作了发言 。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工作总结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１３日上午 ，广东省科技厅在广

州召开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总结会议 。

会议总结了 ２０年来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成效和

经验 ，同时结合 “十一五” 广东省科技工作的部

署 ，明确今后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发展思路 。会

上还为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等

获奖单位颁发了证书和奖牌 ，并进行了经验交流 。

会议由省科技厅副巡视员刘庆茂主持 ，省科

技厅李兴华副厅长 、省委政研室莫震副主任 、省

财政厅纪武副巡视员 、省卫生厅黄小玲副厅长 、

省教育厅文传道副巡视员 、省人事厅田京生副巡

视员 、省知识产权局郑良生副局长 、省发改委魏

济章处长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省

有关部门领导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局长 ，各省

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以及相关大学 、科研院所的

主要负责人共 ３００多人 。

会上 ，省科技厅李兴华副厅长强调了省重点

实验室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对广东省科技创新 、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作用 ，并就今后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 。省科技厅条

件财务处卢金贵处长对省重点实验室 ２０年来的

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并提出了今后的

发展思路 。

经过 ２０年的建设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已成

３４重要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为广东省科技自主创新的核心力量 ；成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的创新基地 ；成为聚集 、培

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基地和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窗

口 ，对推动全省科技进步和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广东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 　余 　亮）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１０周年工作总结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１３日下午 ，广东省科技厅在广

州召开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建设 １０

周年总结会议 ，总结 １０年来省科技信息网络建

设的成效和经验 ，同时结合 “十一五” 广东省科

技工作的部署 ，明确今后省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的

发展思路 。会议还为广东金科信息网络中心等 ２５

个获得先进的单位颁发了证书和奖牌 ，并进行了

经验交流 。

会议由省科技厅副巡视员刘庆茂主持 ，省科

技厅李兴华副厅长 、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卢金贵

处长 、省委政研室吴茂芹副主任 、省科学院黄宁

生副院长 、省农科院李康活副院长 、省科协吴焕

泉副主席 、省知识产权局黄国强副巡视员等领导

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各地级以上市科技

局局长 ，各金科分中心负责人 ，以及相关专业镇

的主要负责人共 １６０多人 。

会上 ，省科技厅李兴华副厅长充分肯定省科

技信息网络建设对广东省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作用 ，并就今后省科技信息

网络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 。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

卢金贵处长对省科技信息网络十年来的建设和发

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的建设工程

又称为 “金科工程” ，作为广东省的一项重大信

息工程 ，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拨出了专项资

金 。广东省科技厅 （原广东省科委） 于 １９９５开

始建设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是中国

科技信息网的首批试点地区 ，也是广东省第一个

采用互联网标准 、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建设的

全省信息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 ，在 １０年内省科

技厅共投入建设经费 １亿多元用于省科技信息网

络的建设 ，其中用于支持市县科技信息网的建设

经费超过５ ０００多万元 ，同时带动了各级地方政府

投入超过 ２亿元 。建立了一大批科技信息网站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的建设 ，有

力地推动了广东省的信息化进程 ，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和效益 。经过 １０年的建设 ，广东省科技信

息网络 （金科网） 已覆盖全省 。至 ２００６ 年 ，全

省分中心数量达到 １０６个 。建立了科技厅公共信

息网站 ，实现政务信息公开 。开发办公自动化系

统和各种业务信息系统 ，开展科技项目的网上申

报和网上评审 。不断丰富及完善网上科技信息资

源 ，网上已包括各类数据库达到 ６０多个 ，文献

量超过４ ０００万条记录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

科网） 从网络规模 、资源数量 、服务水平等方面

均在全国科技信息网络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并创

建了 “金科” 的品牌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

科网） 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广东省互联网络大平台 ，

成为广东省 “五大网络” 之一 。广东省科技信息

网络 （金科网） 创造了很多个全国 “第一” ，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

网） 是第一个由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共同建设的

信息网络 ，南海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综合信息网的

县级市 ，德庆县是全省第一个上网的山区县 ，东

莞网络在全国率先进行 “网上招商” 。科技系统

通过支持全省贫困山区建设科技信息网络 ，实施

“信息扶贫” 也走在全省的前列 。

科技信息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加强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对推进广东省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广东省的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科技强省和创新型广东具有重大意义 。今

后 ，省科技厅将整合资源 ，进一步加大对全省科

技信息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 ，重点任务包括 ：加

强信息资源的建设 ，突出金科网的资源特色 ；加

强省市县联动 ，整合全省分中心资源 ，共同打造

“金科” 品牌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带动全省科

技信息网络的发展等 。

（广东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 　余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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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会议

为了更好地推动广东省创新基金工作的开

展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７日下午 ，广东省科技厅在广

东迎宾馆组织召开了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会议” 。会议由厅高新处

胡炜处长主持 。

会上 ，广东省科技厅李兴华副厅长作了重要

讲话并部署了 ２００６年工作 ；高新处周木堂副处

长介绍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创新基金工作情况 ，传达

国家会议精神并提出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创新基金工

作计划安排 ；广州 、珠海 、韶关市科技局 、深圳

高新区和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代表也

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还对在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 。省财政厅和省中小

企业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各市科技

局 、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 、创新基金服务机构 、

创业项目服务机构以及省直有关单位 、部分高

校 、科研院所和有关新闻媒体近 １５０人参加了会

议 。

２００５年的创新基金成绩显著 ，全年共申报项

目 ４５４个 ，立项 １５２个 ，获资助金额超过８ ０００多

万元 ，立项数和获得国家资助的经费数均比 ２００４

年翻了一番 ，由全国各省市的第八位上升到第四

位 ，创历史新高 。截至 ２００５年 ，广东省已有 ５００

多个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 ，资助金额 ３畅３

亿元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有广州 、佛山

等 １１个市建立了地方创新基金 （资金） ，也称

“走新路” ，资金总额达到 １畅２亿元 ；二是形成了

１３家推荐单位 、 ４０家服务机构的工作体系 ，服

务机构遍布全省 ２１个地级市 ；三是各市积极开

拓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立项任务和指标 ，广州 、

深圳 、珠海 、佛山 、韶关名列前茅 ；四是认真 、

细致 、精心选择项目 ，比如 ，韶关市科技局及其

生产力促进中心认真挖掘和组织项目 ，推荐了 ６

个项目 ，有 ５个项目成功立项 ；五是有一部分市

实现了零的突破 ，如梅州市 。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梁丽娟）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
担保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６日上午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投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

省科技厅李兴华副厅长 、省委政研室吴茂芹副主

任 、省财政厅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科技

厅条件财务处 、高新处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部

分担保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共 ２０余人参

加了会议 。

科技厅条财处卢金贵副处长主持了会议 ，并

简要介绍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担保服务体系

建设的政策背景和前期调研情况 ；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梁茹部长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方案设想 。与会

代表就如何建立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担

保服务体系展开了研讨 ，各抒己见 ，献计献策 。

最后 ，李兴华副厅长充分肯定了建设广东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担保服务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 ，指出建设工作要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

作 、提高效率 、适当分担风险和减少企业负担的

原则 ，并期望政府部门 、政策性银行和担保机构

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造良好

的融资环境 。

这次研讨会对推动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

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取得了

预期效果 。

（广东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 　余 　亮）

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１１ — １２日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在广西梧州市召开首次

“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研讨会” 。参加会

议的有科技部农村科技司 、科技部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 、两省区科技 、林业和海洋与渔业主管部

门 、产业带建设区域地级市科技局 、相关大学和

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单位的代表 １７０多人 。会议

由广东省科技厅和广西区科技厅联合主持 。梧州

市陈立清副市长 、广西区科技厅黎明智副厅长 、

５４重要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广东省科技厅李兴华副厅长和科技部农村司农村

产业处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星火与信息处领

导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 ，广东省农科院 、华南农

业大学 、中科院广州分院等科研院校和企业代表

在会上对如何建设好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出

谋献策 。

会议认为 ，建设跨省 （区） 的星火技术产业

带是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的创举 ，是星火计划发

展的新的里程碑 ，必将成为跨省 （区） 的科技与

经济合作典范 。会上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科技厅签署了共同建设星火技术产业带的

合作备忘录 ，并充分讨论了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

业带建设构想 ，并就促进跨省 （区） 星火技术产

业带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

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

带建设构想 ，认为广东广西有良好的科技和经济

合作的基础 ，大力推进跨省 （区） 星火技术产业

带建设 ，符合当前区域科技与经济合作协调发展

的方向 ，选择了两广的优势和特色产业 ，目标明

确 ，组织形式恰当 ，管理和发展机制行之有效 ，

构想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 。为进一步促进跨省

（区） 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设 ，应科学规划 ，制

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指标体系 ，注重可持续发

展 ，明确建设的重点 ，加强示范基地 、人才等能

力建设 ，完善科技传播 、利益分配 、经营管理等

机制 ，加强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积极协

调 ，将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待条件成熟后 ，广

东和广西共同申报国家星火产业带建设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４ — ２８日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再次在广东省湛江市和

肇庆市召开了第二 、三次 “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

业带建设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有两省区科技厅 、

产业带建设区域地级市科技局 、相关大学和科研

院所以及部分产业带建设承担企业的代表 ８０多

名 。产业带建设所在地级市科技局负责人和承担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的广东广西企业分别

向研讨会汇报了产业带建设情况和项目实施进

展 ，并就如何进一步开展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设

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

省联合建设跨省 （区） 星火技术产业带的举措 ，

一致认为 ，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设为两

省区水产和林产化工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促进

了区域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

用和共享 ，提供了官 、产 、学 、研共同推进产业

发展的平台 ，为加速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实现农业产业化 、农村城镇

化 、农民知识化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

乡统筹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

业带建设一年来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

各科研院所积极配合 ，各承担企业努力实施 ，已

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投入一大笔建设资金 ，研

发一大批实用技术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在两省 （区）

的共同努力下 ， “广东广西沿海水产星火技术产

业带” 和 “广东广西西江流域林产化工星火技术

产业带” 已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 “国家级星火

技术产业带” 。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黄江康 　林振亮）

全省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１９日下午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 、省科技厅 、省科协在广东省科技厅一楼报告

厅联合召开了 “科技进步活动月” 新闻发布会 。

发布会向新闻单位通报了 “活动月” 的相关情

况 ，具体布置了宣传工作 。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大力宣传 “科教兴粤” 战略 ，弘扬科学精

神 ，普及科技知识 ，形成 “信科学 、爱科学 、学

科学 、用科学” 的良好社会氛围 。

根据科技部 、中宣部 、中国科协每年 ５月的

第三个星期列为 “科技活动周” 的安排 ，今年广

东省的 “科技进步活动月” 时间安排在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６ 月 ２０ 日 ，并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广东”

为主题 ，围绕宣传加强自主创新的方针政策 ，展

示近年来广东省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

关键技术攻关 、科技创新成果和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显著成效 ，反映科学

技术在我省继续当好排头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

２００６年 “科技进步活动月” 集中面向基层 、

面向生产 、面向群众 ，继续把活动月列为广东省

推动科技进步和科学普及的一项重要举措 。期

间 ，继续花大力气组织开展全民参与的 “科技进

步活动月” ，使其在全社会形成的科普品牌更加

６４ 综 　 　述



深入人心 。

通过 “科技进步活动月” 开展丰富多彩的科

技活动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培养科

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 ，满足全省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 ，使广大民众的素质得到全

面的提高 ，为广东省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提供

坚实的基础 。

围绕 “携手建设创新型广东” 的活动主题 ，

广东省各地 、各部门和各行业安排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科普宣传活动 。在广州等市举办了 “建设

和谐广东 ———大型系列专题科普图片展览” “走

进广州科学城” 和 “科技创新与健康生活” 大型

义诊咨询活动等 ，为青少年和市民提供科普教育

和医疗服务 。

２００６年的 “科技进步活动月” 还紧紧围绕广

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组织开展系列农村科

技活动 ，包括 “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信息员培训

宣传活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科技集市”

“科普快车山区行 ———送科技下乡” 等活动 。

在 “科技进步活动月” 期间 ，面向城市小

区 、面向农村 ，省市科技 、宣传 、科协等部门举

办了多场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创新型国家”

大型科普报告会和展览会 ，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

提高 。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谢惠芳）

第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第八届高交会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１２日 － １７日

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主要内容有 “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 “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 “世界科技与经

济论坛” “super‐SUPER专题活动” “高新技术人才

与智力交流会” 和 “不落幕的交易会” 六大部分 。

本届高交会紧扣国家发展战略 ，全面凸现了 “自

主创新 、循环经济 、知识产权保护” 三大主题 。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本届高交会 “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 云集了一大批代表我国自主创新整体

水平和能力的高精尖科技成果 ，自主创新主题贯

穿全场 。

国家有关部委联袂打造的 “国家高新技术创

新成果展” ，将对我国 “十五” 以来自主创新的

国家级高精尖科技成果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集

中展示 ，一大批自主创新项目亮相本届高交会 ，

全面展示和检阅我国自主创新的成果和水平 ，其

中国家发改委围绕 “构建自主创新支撑体系 ，推

进重大技术装备自主研发 、加快自主创新成果产

业化” ，反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全

国科技大会精神 ，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和 “十一五” 规划纲要的工作思路 ，以及 “十

五” 期间在推进自主创新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和

取得的显著成效 。商务部以 “自主品牌展” 为主

题 ，反映我国实施 “科技兴贸战略” 以来取得的

成就 。

同时 ，全国 ３３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

划单列市以及 ２７ 所高校也以自主创新为主题 ，

携创新科技成果参加展示和交易 ；本届高交会参

会的海外团组数量居历届最高 ，澳大利亚 、奥地

利 、比利时 、加拿大 、埃及 、 欧盟 、 芬兰 、 法

国 、德国 、匈牙利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

国 、荷兰 、新西兰 、波兰 、俄罗斯 、西班牙 、瑞

典 、阿联酋 、英国 、美国等 ２３个国家和地区以

及中国的香港 、澳门都组团参加 “海外高新技术

成果展” ，展示他们的最新科技成果及合作项目 ，

给国内企业提供极好的合作 、交流 、学习机会 ，

使其在引进 、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 ，

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专设的 “高新技术项

目配对洽谈区 、投资商洽谈区 、中介服务洽谈

区 、个人技术创新展区” ，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提供多层次 、全方位 、专业化的配套服务 。

本届高交会关注经济发展热点 ，举办国内首

个大规模高层次循环经济展 。特设了面积达７ ５００

平方米的 “循环经济专馆” “循环经济展” ，以

“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为主题 ，

根据循环经济涉及的领域 ，重点展示资源节约与

有效利用 、废弃物资源化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

生态化产业体系构建 、绿色交通系统建设 、绿色

消费推进 、循环型社区构建 、绿色政府建设 、生

态环境建设等八大领域的循环经济成果 。农业部

以 “循环经济 ，绿色农业” 为主题 、中科院以

“新能源与新能源技术 、生态环境与保护 、人口

与健康” 为主题展出 ，同时展出的还有 “全球可

再生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十大领先技术蓝天

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起） 候选项目 ，引

７４重要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导和鼓励通过高新技术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 。

【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 　植根于中国飞速发展

的高科技产业和庞大的消费市场 ，高交会已成为

中外高科技企业展示新品 、拓展业务的首选平

台 。本届高交会 “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 上业界

顶尖级企业聚首 ，最前沿的技术 、最新款的产品

云集 ，最前瞻的观点碰撞 ，使高交会成为引领行

业发展的风向标 。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简称 IT 展） 专设网络

通信产品与设备专区 、软件应用及解决方案专

区 、消费电子产品专区 、汽车电子产品专区四大

主题展区 ，并为观众特设了数字家庭娱乐中心 、

中小企业优秀解决方案体验区 、游戏体验中心 、

数码影像体验区等 。摩托罗拉 、 LG 、 NEC 、甲
骨文 、杜邦 、飞利浦 、 SPA 、明基 、威盛 、富士

康 、威刚 、爱可视 、联想 、长虹 、康佳 、创维 、

大族激光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和国内外知名企业以

及来自法国 、韩国 、荷兰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的 IT展团参展 ，参展企业总数约 ５００家 。

电子展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优秀展商 ，NEC 、
NXP 、 Spansion索半导体 、 TDK 、泰科电子 、村

田制作所 、欧姆龙 、 OKI 、索尼 、 ３M 、 阿尔卑

斯 、爱普科斯 、太阳诱电 、旭硝子 、日东电工 、

信利半导体 、日东科技 、东菱等 ２００多家海内外

知名企业参展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超大型

全球巡展活动 “自动化之光 ———未来城” 也现身

高交会电子展 ，全面展现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

产品和解决方案 ，以及技术发展趋势 。

光电子及平板显示技术与产品展是我国平板

显示 （FPD） 产业最大规模的行业盛会 ，整个展

会囊括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包括美国珀金埃尔

默 、 MCK株式会社 、华映 、悠景科技 、上广电 、

京东方等在内的 １６０多家业内知名企业参展 。

【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 　本届高交会 “世界科

技与经济论坛” 在高层次 、大规模方面再上新台

阶 ，嘉宾的数量 、层次为历届高交会之最 。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余位部长级以上中外

政府要员莅临 “部长论坛” ，共同探讨世界科技

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参加的外国部长人数大幅

增加 ，成为历届之最 。 “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有

中外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家 、政府相关方面的高

层 、富士康 、华为等企业界人士参加 ，以实务

性 、操作性为特点 ，带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体

会与经验 。 “全球 CEO 论坛” 集聚 IDG 、微软 、

甲骨文 、联想 、深发展 、创维 、 NEC 、 LG 等中
外知名企业高层 ，探讨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

创造” 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此外 ，创维集团

２００６年继续在高交会期间举办专场论坛 。

【super‐SUPER专题活动】 　高交会 “super‐SU‐
PER专题活动” 通过个性化的 “菜单式” 服务 ，

为参会的中外政府要员 、跨国公司总裁 、证券交

易机构高层 、专家学者等参会人士创造商务交

流 、会晤 、洽谈的机会 ，历来深受高交会与会者

欢迎 。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活动” 再次成为全球证

交所抢滩重地 ，创历届高交会最强阵容 。纳斯达

克 、伦敦 、 Euronext欧洲 、德意志 、新加坡 、韩

国 、日本 、香港 、深圳等国内外著名证券交易机

构共赴高交会 ，参加 “全球证券交易所峰会” ，

并在高交会上进行业务推介 。许多证券交易机构

与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一道为中国企业提供跨国

融资的咨询和服务 。此次 “全球十大证券交易机

构” 中有 ６家一起出席高交会 ，为历届高交会之

最 。其中德意志证券交易所是首次参会 。与往届

相比 ，本届参会的中介机构从知名度 、国际性和

专业性方面也都进一步提高 。

【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本届高交会高

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首次移师会展中心 ，使

项目 、技术 、人才 、信息等各类创新资源结合更

加紧密 ，更加方便与会者 。展览分 １０月 １２ － １３

日及 １５ － １６日两期进行 ，内容包括 “高级人才

交流” “人才服务机构展示” “教育和培训展示”

“毕业生推介与招生宣传” “留学人员项目展示与

交易” 等五方面的活动 。沃尔玛 （中国） 投资有

限公司 、富士康集团 、中华英才网 、百胜餐饮

（深圳） 有限公司 、前程无忧网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北京甲骨文软件系统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索尼精密部件 （惠州） 有限公

司等上千家企业到会招聘 。

【不落幕的交易会】 　不落幕的交易会由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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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项目投资配对洽谈分会” 和 “日常成果交易

服务” 组成 。通过网上展览与网上成果交易 ，以

及高新技术项目征集 、评审 、推介和投资商服

务 ，常年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提供中介服务 ，并

促进会期的洽谈 、交易 。同时 ，对成交项目进行

追踪 ，提供后续的配套服务 ，切实帮助成交项目

的落实 、实施 。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２４ — ２５ 日 ，第八届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配对洽谈 （澳门） 分会在澳

门成功举办 。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赵玲）

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８日 ，由教育部 、科技部 、人

事部 、中科院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

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在广州举

行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 、科技部副部长尚勇 、

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 、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 、中

国科协副主席杨福来 、广东省副省长宋海 、广州

市委副书记方旋 、常务副市长沈柏年为开幕式进

行了剪彩 。

本届留交会上有全国各地近 ６０个各级政府

组织代表团参加 ，在大会上招揽人才 、吸纳项

目 ，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人员交流洽谈 ，共谋

发展 。本届留交会参会留学人员比之前几届学历

层次更高 ，在会上介绍的许多项目具有国际领先

的技术水平 ，本届留交会留学人员提供了 ７００多

项科技项目 ，主要涉及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环

保 、光机电一体化 、新能源 、新材料 、农业 、金

融 、化工 、管理 、法律等专业领域 ，包括举行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论坛在内的各类活动内容丰富 ，

为海内外参会者提供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机会 。

中科院系统有 １１个单位在本届留交会上参

展 ，其中有 ７个是新成立的研究单位 ，如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青岛生物能源

与过程研究所 、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等 。这些单位在会上发布人才需求信息 ，其中包

括具体的条件 、基本职责 、待遇等 ，并向海外招

聘人才 。

中科院在本届留交会上的活动全部由中科院

广州分院承办 ，协办单位有北京 、上海 、天津 、

长春 、哈尔滨 、杭州 、济南 、 武汉 、 成都 、 西

安 、厦门 、苏州等城市的市人民政府 、香港贸发

局和欧美同学会 。

（广州市科技局 　夏 　坚）

９４重要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全省科技统计指标

科 技 人 力

科技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世界

各国无不千方百计吸引外部科技人才 ，为其所

用 。广东省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 ，拥有全国

最具有活力 、最强实力的经济 ，科学研究频繁 ，

成果丰硕 ，技术进步快 ，这与科技人才的贡献是

分不开的 。因此研究广东省近年来的科技人力资

源状况 ，对科技人员的合理使用 ，提高人力资源

的管理效率 ，有着重要的意义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达 １３７畅５４万人 ，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

人员中 ，工程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人员 、科学研

究人员分别有 １３畅７８ 万人 、 １畅７０ 万人 、 ０畅５１ 万

人 ，分别占总体的 １０畅０％ 、 １畅２％ 、 ０畅３７％ （见表

１ ４ １ １）。

表 1 4 1 1 　广东省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 （2001 －2006）

指标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贩２００３ t２００４ 1２００５ 铑２００６ 潩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

工程技术人员 ２６９ ９９２ 殮２５ RE畅４ ２５７ ９１５ W２４   畅６ １３５ ６２１  １０ 烫靠畅７ １４２ ３０７ 蜒１０ 墘|畅４ １４６ ４１１ 帋１０ F9畅５ １３７ ８０２ K１０ 貂梃畅０

农业技术人员 １５ ４７１ 殮１ RE畅５ １４ ６５２ W１   畅４ １２ ５７５  １ 烫靠畅０ １６ ９４２ 蜒１ 墘|畅２ １７ ４０７ 帋１ F9畅２ １６ ９９９ K１ 貂梃畅２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９４ ９０３ 殮１８ RE畅３ １９６ ８４９ W１８   畅８ ２０２ ５４８  １６ 烫靠畅０ ２３４ ２９７ 蜒１７ 墘|畅１ ２４８ ５４７ 帋１７ F9畅８ ２４６ ６７９ K１７ 貂梃畅９

科学研究人员 ８ ４２７ 殮０ RE畅８ ８ ２２２ W０   畅８ ４ ９１８  ０ 烫靠畅４ ５ ２３５ 蜒０ 墘|畅４ ５ ４３４ 帋０ F9畅４ ５ １６３ K０ 貂梃畅４

教学人员 ３６７ ３６３ 殮３４ RE畅６ ３７９ ６４８ W３６   畅２ ７３４ ７２１  ５８ 烫靠畅１ ７７２ ９３６ 蜒５６ 墘|畅３ ７９１ ２５５ 帋５６ F9畅６ ８０５ ３９７ K５８ 貂梃畅６

其他人员 １５１ ２７４ 殮１３９ ０３７ W１３   畅２ １７４ ６００  １３ 烫靠畅８ ２００ ９０１ 蜒１４ 墘|畅６ １８９ ９８８ 帋１３ F9畅６ １６３ ３７６ K１３ 貂梃畅９

注 ：其他人员含经济人员 、财会人员 、统计人员 、文艺人员 、外语翻译人员 。

科 技 经 费

科技经费保持稳步增长 。 ２００６年全省科技活

动机构的经费筹集额达 ５６１畅０９亿元 ，比 ２００５年

增长 １１畅７８％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５７５畅７７亿元 ，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６畅１７％ ，占 GDP的 ２畅２％ ；研究

与实验发展经费 ３１３畅０４亿元 ，增长 ２５畅４２％ ，占

GDP的 １畅１９％ ；政府科技拨款 １０４畅１０ 亿元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４畅２７％ ，占财政支出的 ４畅０８％ ，比

２００５年提高 ０畅４１个百分点 （见表 １ ４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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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2 1 　全省科技活动经费增长情况 （2001 －2006）

指标 ２００１ f２００２ t２００３ 倐２００４ 悙２００５ 灋２００６ 缮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亿元） ２６１ k̂畅６ ３０５ F9畅０１ ３６２ TG畅９６ ４４３ bU畅３５ ５０２ 　 ５６１ 父ǐ畅０９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亿元） ２５０ k̂畅４ ２９１ yl畅３ ３３２ TG畅４０ ３９８ bU畅２４ ４５６ pc畅３６ ５７５ 父ǐ畅７７

　 ＃占 GDP比重 （％ ） ２ 8+畅３７ ２ F9畅４７ ２ TG畅４４ ２ bU畅１１ ２ pc畅０４ ２ 腚揶畅２

研究与发展经费 （亿元） １３４ k̂畅２ １５６ F9畅４５ １７９ TG畅８４ ２１５ bU畅１９ ２４９ ＃枛畅６ ３１３ 父ǐ畅０４

　 ＃占 GDP比重 （％ ） １ 8+畅２７ １ F9畅３３ １ TG畅３４ １ bU畅１４ １ pc畅１２ １ 父ǐ畅１９

政府科技经费拨款 （亿元） ４０ 8+畅７７ ５７ yl畅７ ５６ TG畅５８ ６５ bU畅３７ ８３ pc畅７７ １０４ 父ǐ畅１０

占政府财政指出的比重 （％ ） ３ 8+畅０９ ３ F9畅７９ ３ TG畅３４ ３ bU畅５３ ３ pc畅６７ ４ 父ǐ畅０８

注 ：GDP数据使用经济普查口径数据 。

２００６年 ，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

２８畅５７亿元 ，高等院校为 ３１畅９１ 亿元 ，企业为

４９５畅３０ 亿 元 ，分 别 占总 体 的 ５畅１％ 、 ５畅６％ 、

８８畅３％ 。从筹集渠道看 ，政府资金 ５９畅７１ 亿元 ，

占筹集总额的 １０畅６４％ ；科研机构科技经费筹集

额中政府资金占 ６０畅２２％ ，高等院校科技经费筹

集额中政府资金占 ７４畅０３％ ，企业科技经费筹集

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最低 ，只占 ３畅１％ 。从科

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按部门分布看 ，科

研机构获得 ２８畅８％ 的政府资金 ，高等院校获得

４０畅０％ ，企业获得 ２５畅６６％ （见表 １ ４ ２ ２）。

表 1 4 2 2 　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明细情况 （2006） 单位 ：万元

项目 合计 企业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其他

科技经费筹集额 ５ ６１０ ８６１ G:畅７ ４ ９５２ ９６７ " 畅７ ２８５ ７０２ �镲畅０ ３１９ ０７９ 种缮畅８ ５３ １１２ VI畅２

　 ＃政府资金 ５９７ １３３ G:畅０ １５３ ２２０ " 畅０ １７２ ０３７ �镲畅０ ２３６ ２２１ 种缮畅６ ３５ ６５４ VI畅４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５ ７５７ ７３５ G:畅６ ５ １６１ １０４ " 畅７ ２８４ ７４１ �镲畅０ ２７０ ６７３ 种缮畅１ ４１ ２１６ VI畅８

研究与发展经费 ３ １３０ ３９３ G:畅２ ２ ８８６ ２３３ " 畅４ ８３ ６４７ �镲畅０ １４５ ４５７ 种缮畅７ １５ ０５５ VI畅１

２００６年 ，全省科技活动经费的内部支出额总

计 ５７５畅７７亿元 ，其中科研机构 ２８畅４７亿元 ，高等

院校为 ２７畅０７ 亿元 ，企业 ５１６畅１１ 亿元 ，分别占

４畅９５％ 、 ４畅７０％ 和 ８９畅６４％ 。

２００６年 ，全省 R&D 经费支出为 ３１３畅０４ 亿

元 ，占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 ５４畅３７％ 。从执行部

门看 ，科研机构 R&D 经费 ８畅３６ 亿元 ，占

２畅６７％ ；高等院校 R&D 经费 １４畅５５ 亿元 ，占

４畅６５％ ；企 业 R&D 经 费 ２８８畅６２ 亿 元 ，占

９２畅２０％ （见表 １ ４ ２ ２）。

科技活动机构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活动机构增至 ３４１４个 ，

其中科研机构有 １９１个 ，全日制所有制普通高校

科技活动机构有 ２３２ 个 ，企业科技活动机构有

２ ７６７个 ，其他类型科技活动机构有 ２２４个 ，分别

占总数的 ５畅６０％ 、 ６畅８０％ 、 ８１畅０５％ 和 ６畅５７％ （见

表 １ ４ ３ １）。

１５全省科技统计指标



表 1 4 3 1 　科技活动机构概况 （2006）

指 　标 合 　计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 　业 其 　他

技术开发机构数 （个） ３ ４１４  １９１ 　２３２ A２ ７６７ 後２２４ M
科技活动人员 （人） １７７ ７３４  １４ ２６６ 　５ ６９７ A１５４ ０２０ 後３ ７５１ M
科技活动经费 （万元） ３ ２１４ ７２３ 洓帋畅８ ２６８ ７２５ ;.畅０ ４４ ４１９ 圹挝畅０ ２ ８７５ ０８６ {n畅６ ２６ ４９３ 珑谮畅２

R&D活动经费 （万元） １９０ ８２６ 洓帋畅５ ８３ ６４７ ;.畅０ ２６ ４７５ 圹挝畅７ ７３ ５１７ {n畅３ ７ １８６ 珑谮畅５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含已转制机构）】 　

２００６年 ，全省共有科研机构 ４２６个 ，其中自然科

学和技术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 １５８个 ，社会与人

文科学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 １３个 ，科技信息和

文献机构 １５个 ，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１６３ 个和

转制机构 ７７个 。

全省 ４２６个科研机构的职工总数为 ３畅０９万

人 ，其中科学活动人员 １畅６６ 万人 ，科学家与工

程师 １畅２１万人 ，R&D人员６ ２０１人年 。 ２００６年科

研机构共筹集科技经费 ３７畅３３亿元 ，科技经费支

出总额 ３５畅００亿元 ，R&D经费支出 １０畅２０亿元 。

【高等院校科技机构】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有高等

院校 １０５所 ，高校办研究机构 ２３２个 。高等院校

科技活动人员 （不含教师） 的投入规模为 ２畅７７

万人 ，其中院校属科研机构科技活动人员５ ６９７

人 。高等院校科技经费为 ２７畅０７ 亿元 ，R&D 经

费内部支出为 １４畅５５亿元 ，院校所属科研机构的

科技经费和 R&D经费分别为 ４畅４４亿元和 ２畅６５

亿元 。

【企业技术开发机构】 　 ２００６年企业属科技活动

机构２ ７６７个 ，企业属科技活动机构共有科技活动

人员 １５畅４０ 万人 ，占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的

４８畅８％ ，科技活动经费 ２８７畅５１亿元 ，占企业科技

活动经费的 ５５畅７％ 。

２００６年 ，５ ３３４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技术

开发机构的企业达 ８９３个 ，共有 １２７９个技术开发

机构 。 ２００６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技术开发人员

２０畅８５万人 ，增长 ３０畅１％ ，其中科学家工程师

１４畅７９万人 ，增长 ２９畅７％ 。技术开发经费筹集额

为 ３８１畅９２亿元 ，增长 ２０畅３％ 。技术开发经费支

出 ３８５畅２亿元 ，增长 ２９畅５％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１畅２７％ （见表 １ ４ ３ ２）。

表 1 4 3 2 　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概况 （2001 －2006）

指标 ２００１ f２００２ t２００３ 倐２００４ 悙２００５ 灋２００６ 缮
企业数 （个） ２ ２６７ 蜒２ ６２２ 哌２ ６７７ 眄４ ００９ �３ ８９４  ５ ３３４ Q
有技术开发机构企业 （个） ５６２ 蜒５９４ 哌５４９ 眄６３４ �７３３  ８９３ Q
技术开发机构 （个） ６６３ 蜒７０２ 哌６４３ 眄８１８ �９７６  １２７９ Q
技术开发人员 （人） ９５ ３５６ 蜒１０４ １０４ 哌１１３ ０７２ 眄１３３ １８１ �１６０ ３０４  ２０８ ４５６ Q
　 ＃科学家工程师 （人） ６６ ３５０ 蜒７２ ２８９ 哌８０ ２６６ 眄８８ ４８８ �１１４ ０２７  １４７ ８７９ Q
技术开发经费筹集 （亿元） １３４ 8+畅０１ １５３ F9畅６３ ２０３ TG畅４５ ２５８ bU畅６５ ３１７ pc畅５２ ３８１ 父ǐ畅９２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 （亿元） １４３ 8+畅０８ １６２ F9畅３９ １９６ TG畅３０ ２４１ bU畅１１ ２９７ pc畅３６ ３８５ 父ǐ畅２０

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 （％ ） １ 8+畅９２ １ F9畅７９ １ TG畅４３ １ bU畅２３ １ pc畅３３ １ 父ǐ畅２７

２５ 综 　 　述



科研课题与科技成果

２００６年 ，全省共开展５５ ５４７个科技项目 ，投

入人员 ３６畅８８万人 ，其中科学家工程师 １２畅８３万

人 ，项目经费内部支出 ３９９畅２６ 亿元 （见表

１ ４ ４ １） 。

２００６年 ，全省科技执行部门共发表科技论文

６３ ０６８篇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０％ ，其中科研机构

４ ３１６篇 ，高等院校４９ ２９９篇 ，企业３ ５９７篇 。

２００６ 年 ，全省科技执行部门共申请专利

２６ ６５３件 ，其中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分别

申请专利 ２１３件 、 １ ４９６件和２４ ９２２件 。

２００６年 ，全省科技执行部门共出版科技著作

１ ９７８种 ，其中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分别出

版 １６６种 、 １ ７１２种和 ４９种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９项 ，

获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２９０项 ，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登记 ６２２项 （见表 １ ４ ４ ２）。

表 1 4 4 1 　广东省科研课题及科技产出情况 （2006）

指标 合计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 其他

科技项目数 （项） ５５ ５４７ d３ ６３８ 骀２４ １９０ i２６ ６２３ 祆１ ０９６ Q
科技项目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３６８ ７８０ d１４ ２６６ 骀２７ ６７３ i３１５ ６０５ 祆１１ ２３６ Q
　 ＃科学家和工程师 （人年） １２８ ２９７ d８ ０３９ 骀３ ６１７ i１１４ ５５８ 祆２ ０８３ Q
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３ ９９２ ６４０ d８９ ６３８ 骀９８ ０２１ i３ ７８８ ９３６ 祆１６ ０４４ Q
专利申请数 （件） ２６ ６５３ d２１３ 骀１ ４９６ i２４ ９２２ 祆２２ Q
发表科技论文 （篇） ６３ ０６８ d４ ３１６ 骀４９ ２９９ i３ ５９７ 祆５ ８５６ Q
出版科技著作 （种） １ ９７８ d１６６ 骀１ ７１２ i４９ 祆５１

表 1 4 4 2 　广东省成果获国家及省级奖励情况 （2001 — 2006）

指标 ２００１ v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鬃
国家科技奖励成果 １５  １３ 灋１４ !２１ ＃１５ &１９ Q
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２１２  ２３７ 灋２６８ !２７０ ＃２８８ &２９０ Q
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６２９  ６２２ 灋６６８ !６８４ ＃５８８ &６２２

（广东省科技统计信息中心 　张金水）

３５全省科技统计指标



　 　



科技政策法规与
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政策法规

广东省科技厅根据全国科技大会和广东省自

主创新会议精神 ，汇总了各相关单位推动自主创

新工作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并借鉴兄弟省市的成

功经验和做法 ，结合本省实际 ，研究起草了 枟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 （征

求意见稿）枠 。 ８月 ９日由省政府办公厅发送各相

关部门征求意见 。 １７个相关部门随后反馈意见至

省科技厅 ，由省科技厅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

形成了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

干政策 （送审稿）枠 。送审稿在 ９月 ６日第十届 ９９

次省府常务会议获原则通过 。 ９月 １１ － １２日 ，省

委 、省政府在深圳召开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

会 ，黄华华省长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 。会议讨论了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自主

创新的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枠 并征求了意见 ，

会后省科技厅根据各地 、各部门的反馈意见进一

步修改完善 ，于 ９月 ２６日形成了 枟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 （送审稿）枠

（下称 枟政策枠） ，报送省政府正式颁布实施 。

枟政策枠 共 １１部分 ４５条 ，近 １万字 ，内容主

要有 ：财政科技投入 、执行国家税收政策和引导

金融支持 ；通关政策 、政府采购政策 、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政策 、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政策和产

学研合作政策等 ；基地与平台建设政策 、人才政

策和优化创新环境政策 。 枟政策枠 注意与国家政

策的衔接 ，并根据国家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

求和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 ，研究提出新的可操作

的政策性条款 ；借鉴上海 、江苏 、浙江等兄弟省

市的经验做法 ，结合广东的实际加以集成 ；针对

广东自主创新投入强度 （研究开发投入占 GDP
比例等）、科技成果转化率 、技术自给率相对比

较低的实际 ，提出了 “力争到 ２０１０年 ，全省财

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４畅５％ 以上” ，

“２００７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专项资金增加到 ２

亿元 ，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每年投入不少于 ３亿

元” 等加大科技投入 、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等措施 。 枟政策枠 的出台将把全省的自主创新工

作推向新的高潮 。

７５科技政策法规



软科学计划

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资助省委 、省政府关

注的和全省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的研究 ，优先考

虑具有创新性 、前瞻性 、科学性和对推动广东省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 。近两年的软

科学项目立项原则主要是 ：１畅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大精神和建设科技强省 、全省国民经济 、社会发

展规划的总体部署 ；２畅 围绕全省经济 、科技和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 ；３畅 从本省科技发

展的战略 、规划 、体制 、机制 、政策 、措施等宏

观方面开展研究 ，为省委 、省政府及各部门的科

学决策和管理提供参考 。 ２００６年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申报指南中提出的选题方向有 “泛珠三角科

技合作体系的建立与互动研究” 等共 １７个 。

经各市科技行政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推荐 ，

２００６年受理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共 ３６５项 ，

其中高等院校 ２５０项 、科研院所 ６１项 、省直部

门 ５０项 、合作项目 ４项 。根据申报指南中提出

的 ４个重点项目和 １３ 个面上项目的选题方向 ，

分成科技政策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能源

和绩效 、产学研及科技创新 ５组进行评审 。根据

专家评审情况和本省科技工作中心任务需要 ，

２００６年软科学研究计划共安排项目 １５２项 ，经费

９００万元 ，其中项目承担单位分布为高等院校 ９２

项 、科研院所 ２７项 、其他单位 ３３项 。

重点项目分布情况

【促进自主创新环境研究】 　 支持项目包括 ： １畅

广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配套政策研究 ；２畅 广东

省区域集群创新系统的配套政策研究 ；３畅 广东建

立多维自主创新体系的战略及政策研究 ；４畅 自主

创新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研究 ；

５畅 基于自主创新能力比较的粤台科技合作策略研

究 ；６畅 广东欠发达地区自主创新对策研究 ； ７畅

广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规划研究 ；８畅 企业自主创新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９畅 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自主

创新战略研究 ；１０畅 海外回归高科技人员对本省

自主创新能力作用研究 ；１１畅 广东省集成创新模

式及重大专项 、战略产品集成创新研究 。

【产学研结合发展研究】 　支持项目包括 ：１畅 广

东产学研结合机制创新研究 ；２畅 以提升广东省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机理与策略

研究 ；３畅 广东省医药行业产学研模式研究 ； ４畅

高教园区产学研联合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５畅 广东

中药产业产学研创新模式及机制研究 ；６畅 实现自

主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战略性产学研合作研究 ；

７畅 基于界面管理的广东省产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

转化途径的研究 ；８畅 珠港澳高等学校教育科技合

作模式 、途径与政策建议 。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支持项目包括 ： １畅

广东省发展水资源循环经济的模式研究 ；２畅 广东

省农业循环经济与农业环保法规体系研究 ；３畅 环

境资源与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４畅 科技创

新与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绿色广东 ；５畅 基于资金

配置 、金融支持的广东科技创新与发展循环经济

研究 ；６畅 广东发展循环型经济 、推进产业集群绿

色转型战略研究 ；７畅 基于循环经济的制造业逆向

物流研究 ；８畅 佛山市纺织行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

建与保障措施研究 ；９畅 广东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

创新战略研究 ；１０畅 开展农业木质纤维类产业链

研究 ，建立绿色循环经济新模式 ；１１畅 广东省四

层循环经济网络研究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 　 支持的项目包括 ：

１畅 广东省精细化工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２畅 广东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３畅 广州高

８５ 科技政策法规与科技体制改革



新技术产业集群与技术扩散研究 ；４畅 广东省电池

材料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５畅 广东省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战略研究 ；６畅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动态

研究 ；７畅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 （ITS） 发展战略
及对策研究 ；８畅 广东省软件产业网络研究 。

【知识产权 、技术标准战略研究】 　 支持的项目

包括 ：１畅 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２畅 广东省

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３畅 创新型广东

建设中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研究 ；４畅 欧盟绿色壁

垒 RoHS指令冲击广东电子产品出口的应对策略
研究 ；５畅 标准化战略与广东机电业应对及防范技

术性贸易壁垒系统研究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支持的项目包括 ：

１畅 广东新农村发展模式研究 ；２畅 广东省新农村

建设模式实证研究 ；３畅 适应建设新农村要求的农

业科技创新模式研究 ；４畅 农业院校在广东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５畅 广东省青年科技

服务 、科普宣传工作对新农村建设的功能研究 ；

６畅 新农村建设目标与标准问题的研究 ———基于徐

闻生态文明村建设的经验 ；７畅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８畅 后税费

时代农村制度结构关联性的研究 ；９畅 依靠科技进

步促进广东省县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研

究 ；１０畅 广东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

１１畅 农业科技集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

用 。

广东省重大科技调研专项情况

【广东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配套政策研究】 　

该项目深入研究国内外自主创新政策走向 ，评估

当前广东自主创新政策效果 ，提出新形势下提升

广东自主创新能力配套政策和措施的若干建议 。

该项目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１畅 对促进自主创新

的广东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２畅 广东促进

自主创新的政策应如何与国家自主创新政策相衔

接 ；３畅 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配套政策和措施的

若干建议 。该项目由广东省科技情报所承担 ，

２００６年安排经费 ４５万元 。

【广东省能源发展态势及新能源开发利用研究】

　该项目通过跟踪分析世界先进国家能源发展态

势 、世界能源科技的发展及其相关政策的发展动

态 ，在探索研究广东省重点能源发展领域与重点

能源发展项目等方面的基础上 ，研究与广东省经

济 、社会和环境相适应的能源发展态势 ，提出支

持政策建议 ，最终达到建立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

体系 、优化能源结构 、节能优先 、能源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及能源技术创新的目的 ；并以此为根

据 ，进一步提出广东省新能源发展的目标 、产业

发展的技术路线图 ，同时提出具体政策措施和实

施计划的建议 。该项目的创新点在于 ：１畅 提出实

现广东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优化能源结构 ，提

升能源利用率和转化技术 ，解决能源环保问题的

具体方法和计划措施 ；２畅 按照广东省的能源发展

要求提出了重点能源发展领域和重点能源发展项

目 ；３畅 率先对广东省新能源发展制定技术路线

图 ，在资源 、技术 、市场 、政策上全方位促进广

东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国内具有先进性 。该项

目由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承担 ，２００６年资助

经费 ２０万元 。

【广东能源发展情景分析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战略研究】 　该项目在回顾和分析广东省社会经

济发展以及能源环境现状的基础上 ，在广东省

“十一五”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利用模

型工具 ，采用情景分析的方法 ，结合本省的科

技 、产业 、环境和社会的发展需求 ，研究广东能

源发展情景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战略 。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 ：１畅 按照广东省

的资源 、需求以及经济特点 ，选择合理的模型参

数 ，建立广东省的能源需求模型以及必要的数据

库 ，这些工作可望形成创新性的成果 。 ２畅 将把发

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作为广东省未来能源情景

设定分析中的重要取向 ，这在调整能源结构以及

控制排放方面是一个超前于国家和其他区域能源

规划构思的有价值的可行性研究 。该项目由中国

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承担 ，２００６年资助经费

１８万元 。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林晓霞）

９５软科学计划



广东省科技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院所离退休人员待遇问题】 　为贯彻落实好省

属转制科研机构的离退休政策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

厅多次对全省转制科研机构符合粤府 ［１９８４］ １６４

号 、粤机编 ［２０００］ ３号文办理提前退休 ，但待

遇未按照粤劳社 ［２００３］ ７ 号文第二条第 （一）

部分执行的人员进行摸底调查 ，并与省财政厅 、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进行多次研究协商 。 ８ 月 １１

日 ，省科技厅 、财政厅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

下发了 枟关于办理转制科研机构提前退休人员待

遇问题的通知枠 ，对 １９９９年 ７月 １日至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 ３１日期间符合粤劳社函 ［２００４］ １８２号文件规

定已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的省属转制科研机构退休

人员 ，从 ２００６ 年起按事业单位标准补待遇差 ，

解决了 ７６０多名转制科研机构提前退休人员的待

遇遗留问题 。

【转制科研机构税收优惠政策】 　 ２００６年 １月 ，

省科技厅联合省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和省财

政局发布了 枟关于贯彻财税 〔２００５〕 １４号文有关

问题的通知枠 ，决定对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的 １４１

家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

科研机构 ，从转制注册之日起 ５年内免征科研开

发自用土地 、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和

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到期后 ，再延长 ２年期限 。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刘世伟）

０６ 科技政策法规与科技体制改革



民营科技经济发展





民营科技经济总体情况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共有民营科技企业 ７７３３家 ，

比上年增加 １４３ 家 。其中 ，年技工贸总收入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企业 ４ ７９６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６２畅０％ ，比上年度增加了 ３７５ 家 ，增长幅度为

８畅５％ ；１００万元以下企业２ ９３７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３８％ ，比上年度减少了 ２３２家 。 ２００６年民营科技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 ，其中 ，全年技工贸

总收入６ ６４４畅８８亿元 ，工业总产值６ １０６畅８６亿元 ，

工业增加值１ ５３５畅８７亿元 ，出口创汇 ２６９畅２９亿美

元 ，分 别 比 ２００５ 年 增 长 ４２畅６％ 、 ３６畅５％ 、

４４畅８％ 、 ７８畅３％ 。全年净利润总额 ３０８畅１５ 亿元 ，

上缴税金总额 ２７５畅８１ 亿元 ，分别增长 １５畅２％ 、

２６畅０％ 。民营科技企业长期从业人员增长

２４畅０７％ ，达到 １３３畅６７万人 。

本省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发展呈现四大特点 。

【科技创新投入和技术性收入不断增长】 　总收

入百万元以上民科企业的科研发展经费投入

１６０畅８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９畅５％ ；全年科研发展

经费投入占企业全年技工贸总收入的 ２畅４％ ，比

上年增长了 ０畅１ 个百分点 ；全年技术性收入

１３７畅９１亿元 ，增长 ３５畅５％ ，占总收入的 ２畅１％ 。

【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创新产品占较大比重】 　据

统计 ，在 ２００６年广东民营科技企业生产的１２ ７７１

件主要产品中 ，属高新技术类型产品共１１ ２２０件 ，

占全年产品生产总数的 ８７畅９％ ；属独立开发的产

品共１０ １１１件 ，占生产产品总数的 ７９畅２％ ；处于

国内领先技术水平以上的产品共６ ８５０件 ，占生产

产品总数的 ５３畅６％ ，２００６年广东民营科技企业共

承担了各类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９７８项 ，比上年

增长 １６畅５％ 。

【民营科技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加强】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

权数分别达到了１３ ７１６项和９ １０４项 ，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和发明专利授权分别为 ２ ９１３ 、 １ １６２项 ，

企业拥有发明专利３ ３９６项 。

【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人员队伍稳步增长】 　 ２００６

年全省民营科技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有

１９畅３０万人 ，占企业长期从业人员的 １４畅８％ ，其

中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有 ８畅３８万人 ，占企

业长期从业人员的 ６畅４％ 。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谢伟胜）

３６民营科技经济总体情况



民营科技园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民营科技园发挥了民营科技

企业的体制和科技两大优势 ，坚持 “突出特色 、

强化服务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方向 ，努

力成为本省民营经济的技术创新基地 、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和成长基地 、创新

人才积聚和培育基地 、科技信息和技术成果的集

散基地 ，成为促进本省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 、社

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

省共认定省级以上民营科技园 １４个 ，园内企业

有４ ０００多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１ ２００多亿元 ，技

工贸总收入１ ０００多亿元 ，民营科技园科技创新载

体的作用日益显著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有 ５家民营

科技园区获全国先进产业园奖 ，４人获全国科技

产业园先进管理者奖 。

民营科技园发展的主要成效体现在 ：１畅 民营

科技园成为所在县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 。从经济

规模上看 ，各地民营科技园在当地经济规模中已

占有相当的比重 ，且这个比重在部分地区仍在上

升 。如中山民营科技园的工业总产值占当地工业

总产值的 ９１畅５３％ ；阳江阳东民营科技园 、汕头

龙湖和金平民营科技园 、肇庆四会民营科技园 、

中山民营科技园 、云浮初城民营科技园和揭阳仙

梅民营科技园等 ６个民科园的工业总产值占当地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都超过 ４０％ 。

２畅 民营科技园促进了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 。

民营科技园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形式 ，以集聚经

营机制灵活 、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为其主要特

征 。在发展过程中 ，全省各地民营科技园都根据

本地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

势的支柱产业 ，因此 ，以机制灵活的民营科技企

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也是民营科技园的一个重要

特征 。本省各民营科技园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产业

集中度 ，利用产业集群的创新集聚与扩散机制 ，

强化特色产业中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全省 １４个

民营科技园中 ，民营科技园支柱产业基本在 ２ － ６

个 ，其中半数民营科技园最大的支柱产业的比重

在当地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 ３０％ ，具有明显

的产业集群特征 。特别是肇庆四会民营科技园 ，

其两大支柱产业铝型材和有色金属冶炼深层加工

合计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８２畅３％ ，表明

产业集群已成为四会民营科技园发展的主要方向 。

３畅 民营科技园是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载

体 。民营科技园不仅仅是优秀民营企业的集聚 ，

同时也是科技型企业的集聚 ，而通过培育民营科

技企业 ，民营科技园已成为将科技推向市场的重

要载体 。从 ２００６年全省各民科园企业所获得的

技工贸收入来看 ，全省 １４个民营科技园技工贸

总收入超过 ５０亿元的民科园共有 ８个 ，占全部

民科园总数的一半以上 ，深圳天安民营科技园更

是以 ３００ 亿元位居全省各民科园技工贸收入

之首 。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谢伟胜）

４６ 民营科技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

２００６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 ，党中央 、

国务院作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 ，明确指出要把建

设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作为突破口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

２００５年 ９月广东省与教育部签订了 枟关于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协

议枠 ，得到科技部大力支持 ，省部产学研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认真贯彻落实 枟协议枠 精

神 。 ２００６年 ，在教育部 、科技部 、广东省委 、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国

家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广东产业界的积极支持参与

下 ，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了良好

的开局 ，初步建立了产学研联盟 、产学研结合示

范基地 、高校专业镇对接等新模式和新机制 。

保障服务体系建立

【建立组织保障体系】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７日 ，广东

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了

第一次全体会议 ，黄华华省长任领导小组组长 ，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 、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和宋海

副省长任副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

设在省科技厅 ，并配备了专门的编制 。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成立后 ，全省各市积极响应 ，把省部产

学研合作摆上了突出的位置 ，指定了推进省部产

学研结合工作的具体负责部门和人员 ，部分市 、

县 、区还专门成立了对口的产学研结合工作机

构 。珠海 、汕头 、江门 、云浮 、韶关 、河源 、佛

山禅城区和顺德区等市 （区） 政府专门成立了市

（区） 一级的产学研合作办公室 ，并提供人 、财 、

物等保障 。东莞 、江门 、顺德等市 （区） 已经编

制了整体实施方案 ，积极建设省部产学研合作示

范市 （区）。

【建立政策保障体系】 　为推动部产学研结合工

作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８日 ，广东省政府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 枟关于加

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枠 ，

明确了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

主要目标 、主要任务 、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等 。

同年 １１月 ２８日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技厅 、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合印发 枟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暂行管理

办法枠 枟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管理办法枠

枟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管理办法枠

等文件 。广东省 １７个部门还联合制定了 枟广东

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枠 ，明确提出促进省部

产学研结合基础设施建设 、实行联合攻关招标等

方面的政策措施 。

【建立多元化 、多层次的投入体系】 　 在产学研

合作项目方面 ，广东省初步建立了以省政府专项

资金为引导 、各级政府财政配套投入 、企业投入

为主体 、吸引社会投资的保障体系 。 ２００６年 ，广

东省财政投入 １亿元 ，设立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

专项资金 。省政府还决定 ，２００７年产学研省部合

作财政专项资金增加到 ２亿元 ，比 ２００６年翻一番 ，

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每年投入不少于 ３亿元 。省政

府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了其他方面的资金投入 。

引导全省各类科技和产业化计划向产学研结

合项目倾斜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中 ，产学研合作或省部级合作项目占 ５０ 多项 ，

占中标总数的近 ７０％ 。此外 ，全省科技攻关计划

中以产学研形式申报项目的形式有 ２００多项 ，共

投入财政科技资金５ ０００多万元 。

带动地市 、县 、区 、镇各级财政的投入 　各

市 、县 （区） 逐步设立了产学研专项资金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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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例如 ，东莞市发布了 枟关于

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枠 ，决

定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连续 ５年至少投入 ５０亿元扶持

发展科技事业 ，并专门设立５ ０００万元的市产学研

合作专项资金 ，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 。佛山市顺

德区每年将安排１ ０００万元作为产学研结合资金 。

据初步统计 ，全省各市财政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达到 ６亿多元 。

带动企业的投入 　 ２００６年省部产学研结合专

项资金资助的项目 ，都坚持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

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原则 ，有效地调动了企业投入

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产生了 １ ∶ １０以上的带动和

放大作用 ，引导企业资金投入 １５亿元以上 。例

如 ，“基于国标的数字电视关键应用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 项目中 ，企业已投入经费 ２亿多元 ，计

划新增投入经费２ ０００万元 ，企业投入占 ９０％ 以

上 。据初步统计 ，２００６年全省各类产学研合作项

目３ ２８７项 ，各级政府财政投入 ７畅６亿元 ，企业投

资 １６５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５畅６％ 、 ４０畅７％ 和

４１％ 。

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 　积极吸引一批风险投

资 、银行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资金投入产学

研结合项目 。例如 ，佛山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 ，

集中企业部分资金的形式 ，成立科技风险基金 ，

对产学研的科技合作项目实行贴息支持 ，吸引社

会资本的投入 。

带动外省大学直接投入资金 　外省大学在以

技术入股的同时 ，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从学校

产业化经费中追加资金投入 。如天津大学与江门

市联合成立 “江门市广天机电工业研究开发中

心” ，其中天津大学投入资金１ ０００多万元 。

【建立信息服务体系】 　通过办省部产学研合作

信息网站 （http ： ／／cxy畅 gdstc畅 gov畅cn） 、工作简
报 、杂志等形式 ，构建省部产学研结合的信息服

务平台 ，加强了政府 、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

有效地提高了合作的效率 ，并起到非常好的宣传

发动作用 。省部产学研办编印了多期 枟广东省教

育部产学研合作工作动态枠 ，并在教育部支持下 ，

在 枟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枠 杂志开辟 “省部合

作” 专栏 ，促进高校 、地方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

通和交流 。

【建立对接新机制】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

小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积极主动做好与教育

部 、科技部 、部属高校和企业的沟通联系工作 ，

完善对接协商机制 。通过协商沟通 ，广东的企

业 、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的科技 、学科优势之间

找到了结合点 ，保证了校地 、校企合作项目的顺

利实施 。同时 ，通过多次举办大型产学研合作项

目洽谈会和成果发布会 ，搭建了广东企业与高校

对接合作平台 。一年来 ，参会高校累积发布科技

成果３ ０００多项 ，促成高校与广东企业成功对接的

产学研结合重大项目超过 ３００项 ，２０多所部属高

校与广东建立全面合作关系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３日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州召开了 “广东省教育

部产学研合作工作座谈会” 和项目供需洽谈会 ，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 ５１所全

国重点建设高校 、广东省 ２１个地级以上市科技

局 、 ４２家大中型企业 、 １６ 个高新科技开发区 、

部分民营科技园参加了本次会议 。

９月 ２９日 ， “粤东新材料技术成果洽谈会”

在汕头召开 ，广东省副省长 、汕头市委书记林木

声会见了与会的高校校长和省有关部门领导 。

１０月 １４日 ，“产学研合作与科技创新孵化研

讨会” 在深圳召开 。

１０月 １８日 ，“建设华南家电研究院产学研结

合洽谈会” 在佛山市顺德区召开 ，东南大学 、西

南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电子科

技大学等 ５所高校以及相关家电企业参加了会议 。

合作模式创新

【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 　推动部属高校与行业

内的一批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 、互惠共赢的省

部产学研战略联盟 。将高校优势科技资源系统地

注入广东支柱产业 、新兴产业的发展中 ，实现产

学研合作由短期合作 、松散合作 、单项合作向长

期合作 、紧密合作 、系统合作的转变 ，初步建立

省部产学研结合新模式 、新机制 。 ２００６年 ，第一

批 １０多个产学研联盟的建设已经启动 ，如推动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 １０余所

高校联合美的集团 、科龙集团等 １０多家顺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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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龙头企业 ，组建白色家电产学研战略联盟 ，加

大对基础研究和关键 、核心技术研究的投入 ，迅

速提高家电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能力 ，建立

自己的行业和技术标准 。

【建立联合创新平台】 　 ２００６年 ，部属高校与广

东地方政府 、企业联合建立了 ２０多家技术创新

机构 ，加快了部属高校科技资源进入广东区域创

新体系的步伐 ，大幅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和水平 ，有力地提高了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 。如北京大学和东莞政府合作 ，建立涵盖电子

材料 、精密仪器 、 IC设计等领域的电子科技大学
东莞研究院 。

【推动高校专业镇对接】 　通过实施高校与广东

专业镇对接计划 ，推动全省以电子信息 、服装 、

五金 、家电 、陶瓷等为特色产业的 １６８个省级专

业镇 ，分别选择能够提供适用技术和人才支撑的

学校进行对接 ，建立和培养长期的合作关系 ，促

进了本地产业升级 。 ２００６年 ，共发动了 ２８个高

校与 １４５ 个 （次） 专业镇进行合作伙伴双向选

择 ，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支持了 ６个特色专业镇

与 ６所高校进行项目合作 ，有效地将科研成果和

技术人才与当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不断为产业

发展提供新工艺 、新技术和新产品 ，加速自主创

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高校与专业镇对接工作大大加快了科技创新

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 ，提高了县域经济和民营经

济的竞争力 。如佛山禅城区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建

设陶瓷 、针织 、童服 、不锈钢等专业镇公共创新

平台 ，已经与 ２４所国内著名高校建立全面合作

关系 ，推动 １００多家企业与 ４０多所高校 、科研

院所开展了 ２００多项技术合作项目 ，从而提升了

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

【建设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省部产学研结合

示范基地分为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市 、区 ，研发

基地和产业化基地三类 ，２００６年开始已启动建设

４５个示范基地 ，发挥了较好的经验探索和示范带

头作用 。

计划项目组织实施

根据广东支柱产业发展需求及高校专业特

长 ，组织实施了省部产学研结合专项科技项目 ，

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推动一批高

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建立校企合作 、校地合作 、

校研合作的新型合作模式 。 ２００６年 ，企业和高校

联合申报的省部产学研结合专项共计 ５９１项 ，经

过省内外专家评审 ，围绕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和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选择了 ７０个项目共 １５５个课

题进行支持 。从选择立项的项目来看 ，共有 ５８

所高校参与承担项目 ，其中省外高校 ４６所 ，省

内高校 １２所 ，这些高校分布在全国 １７个省和直

辖市 。

这些产学研结合项目具有三个特点 ：

高校参与面广 　由于组织工作到位 ，宣传发

动力度大 ，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申报工作得到了

国内重点建设高校 、省内企业和研究院所积极响

应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

学 、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

学等 ６０所省外重点高校参与了 ２００６年的项目申

报 ，省内共有 ２０所大学申报了项目 ，省内外高

校与广东企业合作申报了 ５９１个项目 ，达到了推

动以教育部属重点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高校参与广

东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 。

项目产业化前景良好 　产学研合作项目主要

集中于广东的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 、新材料 、生

物医药等支柱产业 ，项目与市场结合紧密 ，产业

配套完善 ，产业化前景好 。

技术水平高 　许多产学研合作项目瞄准世界

前沿技术领域 ，由国内一流大学和广东的中兴 、

TCL集团 、美的 、格力 、广钢 、广药集团 、巨轮

和迪森热能等知名企业共同组织实施 ，绝大部分

技术成果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

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的实施有效地增强了广

东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推动广东经

济社会的发展 ，对高校的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理

念 、模式的创新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２００６年

组织实施的省部产学研结合重大项目 ，预期可以

实现产值 １００多亿元 ，新增利税 ２０多亿元 ，可获

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 ３５０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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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基于国标的数字电视关键应用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项目 ，已经获得专利 ３０多项 ，其

紫荆神网的技术水平属国内独创 、国际领先水

平 ，预计紫荆神网 、国标激励器和 MP５科技成
果未来三年销售额可以达到 ８亿元以上 ，并将推

动地面电视运营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带动广东

整个数字电视产业链的发展 。 TCL集团与清华大
学合作 “光场及交互式立体视频的研究” 项目 ，

发展立体视频处理与通信的理论和核心技术 ，立

足于视频主动获取和按需要重构 ，可应用于立体

电视 、医疗及实时战场立体重构等 ，具有较大的

市场应用前景 。

初步成效及经验

【引导高校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一年来 ，

教育部属高校与广东地方政府 、企业联合建立了

１０多家技术创新机构 ，加快了部属高校科技资源

进入广东区域创新体系的步伐 ，并大幅提高了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

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与东莞市联合成立 “东莞

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市政府投资 １畅２

亿元 。华中科技大学还与东莞长安镇合作成立

“华中科技大学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莞实

验中心” ，企业投资５ ０００万元 ，政府投资１ ５００万

元 。

天津大学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与江门市联合

成立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开发中心” ，计划

投资 １畅８亿元 ，参与该合作计划的高校还有清华

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该项目计

划用 ５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以自主创新和产学研一

体化为特色的 ，立足珠江三角洲 ，面向广东 ，辐

射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机电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技

术成果转化基地 。

北京科技大学在广州和佛山先后合作建立了

“北京 —香港科大联合研究中心” “广钢集团 —北

京科技大学联合研发中心” 和 “北京科技大学佛

山研究员院” 。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等与佛山市顺德区

签订了共建华南家电研究院的协议 。电子科技大

学与中山市共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研究院 。江南

大学与汕头市共建 “江南大学汕头轻工技术研究

院” 和 “江南大学汕头轻工技术博士工作站” 。

以上校企联合技术传新平台和创新中心的建设 ，

有效地推动高校科技创新进入广东经济建设主战

场 ，推动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改造升级 ，

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在省部产学研结合

项目的带动下 ，高校科技成果得到有效转化 ，提

升了广东产业竞争力 。

例如 ，广钢集团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 ，成功

开发了珠钢 CSP工艺生产集装箱板成套技术 ，填

补了 CSP生产线不能生产集装箱板的世界空白 ，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明专

利 ，摆脱了我国集装箱板生产长期以来外国进口

的状况 。目前 ，广钢集团已经跃居全球最大的集

装箱板生产企业 ，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近 １／２ ，

占全世界市场份额近 １／３ ，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

地位 ，集装箱板的开发成功以及产业化共为企业

创造 ８亿多元的经济效益 。

【促进高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很多部属高校

通过省部产学研结合 ，转变了发展理念 ，创新科

研开发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 。在省部产学研结合

工作推动下 ，近万名高校的专家教授 、研究生以

多种方式来广东开展科技攻关及产业化工作 。

２００６年省部产学研结合专项资金支持的 １５５个课

题 ，就吸引了省外高校专家 、教授２ ０００多人来粤

与企业开展创新性研究 ，培养中高级人才达５ ０００

多人 ，一批广东省紧缺的技术人才也可望得到培

养和缓解 。另外 ，通过大学与企业合作建立科

研 、教学基地 ，为企业吸引留学科技人员和大学

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促成了一批高素质人

才进入广东的企业 。

【存在问题】 　 ２００６年 ，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

薄弱环节 。一是高校和企业的参与度有待提升 。

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实施时间还不长 ，高校和企

业参与程度还很不平衡 ，部分高校和企业对省部

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到位 ，需要进一

步加强宣传动员 。二是产学研结合项目质量有待

提高 。由于资源整合 、多方面协同力度不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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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的水平和档次还不够高 ，短期

合作开发项目多 ，长期合作项目少 ，具有重大带

动示范作用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项目数量不多 。

三是体制 、机制问题有待解决 。目前 ，不少高校

的职务晋升等政策 、指标体系还存在不利于产学

研结合的内容 。学科建设评估 、教学评估 、科研

基地建设评估等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策导

向偏差 。企业还没有建立起适应产学研合作需求

的投入和激励机制 。高校和企业信息共享 、交流

沟通渠道不够流畅 。四是投融资和中介服务体系

有待完善 。高校转化科技成果缺乏资金支持 ，产

学研结合项目大多难以提供有效的银行贷款抵

押 ，风险投资市场发育不成熟 。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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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是广东省新型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开展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

性技术研究的主体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对已经组建

的创新平台进一步加强管理 ，做好实验室装备条

件建设和完善管理制度工作 ，推动创新平台继续

以开放的思维加强外部合作 ，实施了一批产业和

企业需要的技术开发项目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院 、数字媒体技

术研究开发院 、材料检测与评价创新平台等各个

建设项目进展良好 ，对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

２００６年 ，科技创新平台首次采用邀标的方

式 ，选择了先进装备制造 、海洋生物技术 、新一

代汽车 、陶瓷材料等领域 ，邀请相关部门和单位

牵头提出建设方案 ，经专家认真评审论证后组建

了 ６个新的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广东省轻工装备设计制造有着较好基础 ，特

别是粤东地区的包装 、印刷 、塑料制品机械产业

比较发达 ，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是全省经济的

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依托汕头大学等省内外重点

高校和广东龙头企业 ，在汕头市政府的支持下建

立省轻工装备科技创新平台 ，对提升全省轻工装

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由汕头大学和汕头市金

平区人民政府共同组建 ，华中科技大学和汕头市

科技局为扶持建设单位 。该院拥有实验室和办公

面积达２ ５００平方米 ，拥有专职或兼职技术人员

３０人 ，其中 ７０％ 以上的员工拥有博士或硕士学

位 ，多数高层具备丰富的企业或产业化工作经验 。

该院立足粤东 ，辐射广东及整个华南地区 ，

面向全国 ，建立轻工装备技术研究开发和工程化

的公共平台 ，是技术转移 、产业孵化和创新技术

辐射基地 ，人才培训教育基地 ，新型科研院所体

制机制建设的试验田 ，为广东省的轻工装备行业

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努力

成为行业技术的支撑者和引领者 。

该院的重点研究方向为轻工装备的关键共性

技术 、节能环保技术 、行业信息化技术及其应用

等三个研究领域 。

该院发挥地方政府 、高校以及企业各自的优

势 ，致力于探索应用性 、开放性的科研新模式 ，

争取将自身打造成为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 、具有

区域特色和行业优势 、非赢利性 、开放性 、公共

性 、权威性 、服务性的轻工装备研发平台与技术

服务基地 ，为粤东地区乃至广东省轻工装备制造

产业的发展营造软环境 ，推动轻工装备制造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带动粤东地区乃至广东省的

产业升级 。

广东省陶瓷研究创新开发平台

陶瓷产业是广东省的一大传统产业 ，产业规

模约占全国一半 ，佛山 、潮州地区的工艺陶瓷 、

卫生洁具 、建筑用瓷生产规模都非常大 ，已成为

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 ，但许多企业规模小 ，技术

能力薄弱 。

为了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减少传统产业

的资源消耗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广东省组织省

内外相关研究机构 、高校和本省重点企业 ，组建

了广东省陶瓷研究创新开发平台 。

该平台由两大部分构成 ，分别为建筑陶瓷创

新平台 （佛山地区） 和潮州陶瓷研究院 （日用陶

瓷和工艺陶瓷）。建筑陶瓷创新平台以建成国内

一流的建筑陶瓷新产品创意设计与实验开发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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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为目标 ，主要从事建

筑陶瓷产品设计 、产品数据库建设 、建筑陶瓷工

艺和建筑陶瓷新技术开发等工作 。潮州陶瓷研究

院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 。

广东省海洋开发研究院

广东海岸线长 ，海域面积广阔 ，是全国的海

洋经济大省 ，随着陆地可开发资源的不断减少 ，

海洋产业将是未来一项战略性开发产业 。建设海

洋开发研究院是落实省委 、省政府建设 “海洋强

省” 决定 ，将海洋产业打造为广东省支柱产业的

一项重要措施 。

广东海洋开发研究院计划以中山大学 、中科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海洋大学 、省内大型海

洋产业企业等单位为依托 ，在湛江建设 。该院主

要开展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资源调查研究 、海水

养殖和深加工 、海洋药物开发创新 、海洋资源保

护 、海洋科学战略性基础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攻

克海洋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引导企业提高技术

水平 ，应用新技术提升产业水平 。

湛江海岸线长达１ ５５６千米 ，约占全省海岸线

的 ２／５ 、全国的 １／１０ ，为全省之最 ；拥有约 １０万

公顷的海洋滩涂 ，占全省的 ４８％ 。湛江坐拥取之

不竭的海洋资源 ，却一直未能对其进行深度开

发 。省海洋研究院选址湛江 ，对于开发湛江丰富

的海洋资源极为有利 。一个能整合省内优质人

才 、技术等资源 ，充分发挥高校和企业科研能力

的海洋开发平台 ，对于深度开发省内海洋资源也

十分关键 。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

江门市及周边地区机电工业发展迅速 ，逐步

形成了以摩托车 、汽车零配件 、五金机械 、数控

机床等为主的机电产业群 ，在生产规模 、产业人

才等方面有较好的基础 ，同时也面临进一步提高

产业创新水平 、升级产业技术结构的要求 。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是由江门市科技

局 、蓬江区科技局根据区域机电产业发展的需

要 ，结合本地区产业特点 ，携手天津大学 、天津

摩托车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发起组建的广东省机

电产业产学研创新平台 。

该院以开展机电工业 、交通工具 、数控加

工 、五金卫浴 、精密轴承等领域其他相关领域的

基础研究 、应用技术创新研发 ，以及产品质量检

测及认证 、技术成果转化 、企业孵化 、信息服

务 、技术培训 、国际交流与合作 、行业发展顾

问 、标准化及知识产权服务等技术服务为重点 ；

立足珠江三角洲 ，面向广东 ，辐射华南和西南地

区 ，以提高全省机电行业在规模 、技术 、管理 、

体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整体实力为目标 ，加快提

升本省机电行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

广东省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

广东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制造基地 ，装备制

造业的规模在经济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是全省经

济的重要支柱 ，但是本省装备业发展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核心技术与部件对

外依存度高 ，中低水平产品重复投资建设 ，产能

过剩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大力发展装备制造

业 ，对提高广东省制造业发展水平 、推动珠三角

经济产业带升级 、提升全省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

要的作用 。

广东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由省科技厅和中山

市政府合作共建 ，将采取政府启动 、企业化运

行 、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 ，在制造业绿色环保 、

数字化 、极端制造 、精密精细等方向开展研究工

作 。预计 ２００７年正式挂牌 。

广东省电动汽车创新开发平台

电动汽车是我国 “十一五” 时期乃至未来 ２０

年的重点发展战略产品 。广东省具有良好的汽车

产业基础 ，依托中山大学 、国家电动汽车试验示

范区等单位 ，建设广东省电动汽车创新平台是广

东省发展新型节能环保交通工具行业的重要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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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将有效整合相关优质资源 ，深化粤港

合作 、中欧合作 ，开展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建成

包括电动汽车动力平台开发 、车型开发 、检测试

验三大支撑体系 ，力争掌握电动汽车行业共性技

术和关键技术 ，提高电动汽车集成开发能力 ，建

设一个高水平的电动汽车服务基地 ，为广东省电

动汽车企业提供产品开发 、检测试验等优质技术

服务 ，以提高本省电动汽车研发和产业化水平 ，

加速本省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并占据产业链有利位

置 ，避免重蹈本省传统汽车产业核心技术长期空

心化的覆辙 。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陈楚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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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创新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２００６年 １月 ，为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

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强自主创新的要求 ，科学技术部 、国务院国资

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 枟 “技术创新引导

工程” 实施方案枠 ，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 。开

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旨在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 、健全研发机构 、培育创新人才 ，增强技术创

新的内在动力和能力 ，支持企业加强管理创新和

创新文化建设 ，引导企业走创新型发展的道路 。

在科技部认定的 １０３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 ，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创日新电子有限公司 、广

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 ６家企业榜上有名 ，成为全国拥

有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最多的省份之一 。

根据 枟关于印发 “创新型引导工程” 实施方

案的通知枠 和 枟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的

通知枠 的要求 ，省科技厅牵头联合省发展改革

委 、省经贸委 、省国资委 、省知识产权局 、省总

工会 （下称六部门） 决定在广东省开展创新型企

业的试点工作 ，联合下发了 枟关于印发广东省创

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 的通知枠 。

经过六部门认真组织和专家评审 ，下发 枟关于下

发广东省第一批创新型企业名单的通知枠 ，认定了

TCL集团等 ５０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

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 、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 、具有创

新发展战略和文化的国有骨干企业 、转制院所 、

高新技术企业和其他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

业为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 （见表 ４ ３ １ 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 （以下简称 “华

为”） 成立于 １９８８年 ，专门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与

产品的研究 、开发 、生产与销售 ，致力于为电信

运营商提供固定网 、移动网 、数据通信网和增值

业务领域的网络解决方案 ，是中国电信市场的主

要供应商之一 ，并已成功进入全球电信市场 。目

前正专注于 ３G （WCDMA／CDMA２０００／TD‐SCD‐
MA） 、 NGN 、光网络 、 xDSL 、数据通信等几个
领域 。

据 Dittberner 统计 ，华为 NGN 系统全球市
场占有率为 １８％ ，排名全球第一 ，交换接入设备

全球出货量连续 ３ 年居第一 。据 Gartner 统计 ，

华为 DSL出货量全球排名第二 。据 RHK统计 ，

华为光网络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 。华为是全球

少数实现 ３G WCDMA 商用的厂商 ，已全面掌握

WCDMA核心技术 ，并率先在阿联酋 、香港 、毛

里求斯等地区获得成功商用 ，跻身 WCDMA 第
一阵营 ，成为全球少数提供全套商用系统的厂商

之一 。华为在北京 、上海和南京以及印度 、美

国 、瑞典 、 俄罗斯等地设立了多个研究所 ，

６１ ０００多名员工中的 ４８％ 从事研发工作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华为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１９ ０００件 ，

连续数年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 。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

（以下简称 “风华高科”） ，主要产品有片式多层

陶瓷电容器 、片式电阻器 、片式电感器 、超小型

铝电解电容器 、片式钽电解电容器 、片式二极

管 、片式三极管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 、敏感元器

件及传感器件 、锂离子电池电芯 、真空荧光显示

器等为 ，产能达１ ０００亿只／年 。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产品关键技

术 ，具备为电脑及其外部设备 、移动电话 、家用

电器等电子整机整合配套供货的大规模生产能

力 。在电子专用设备方面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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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光机电一体化精密制造装备企业 ，形成了以

电子元器件专用设备和表面贴装设备为代表的光

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系列 ，目前综合生产能力为

年产各种电子专用设备 ６５０台 （套） ，在规模和

技术上都位于全国前列 。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 （以

下简称 “中兴通讯”） 成立于 １９８５年 ，是全球领

先的综合性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 ，是近年全球增

长最快的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现有职工总

数为９ ０００人 ，其中高 、中级技术 、经营 、管理人

才占总人数的 ７５％ ，其中博士后 、博士 ２００ 多

人 ，硕士研究生２ ５００人 。主要生产交换 、接入 、

GSM９００／１８００移动通信系统 、 CDMA 移动交换
与接入系统 、双频手机 、数据通信 、传输 、视

讯 、智能网 、 STP 、电源 、集中监控 、变电站综

合自动化 、网管等 １４大类 ７０余种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通信产品 ，承担了多个国家 “８６３计

划” 及 “火炬计划” 重点科研项目 。中兴通讯是

中国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和国

家 “８６３” 高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承担了近 ３０项

国家 “８６３” 重大课题 ，是通信设备领域承担国

家 “８６３” 课题最多的企业之一 ，公司每年投入

的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 １０％ 左右 ，并在国内及

美国 、印度 、瑞典设立了 １４个研究中心 。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 （以下

简称 “金发科技”） 成立于 １９９３年 ，公司注册资

本 ６畅３７亿元 ，是国内改性塑料行业第一家上市

公司 。

金发科技先后获得了国家火炬计划优秀高新

技术企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百强企业 、 ２００５

年中国改性塑料行业百强第一位 、中国民营科技

企业创新奖 、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 、广东省百强

民营企业 、广东省诚信纳税人 、广州市私营企业

纳税大户 、海关授予诚信企业等多项荣誉 。金发

科技集高性能改性塑料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

体 ，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金发科技具备年

产 ４０万吨改性塑料的生产能力 ，是国内产品最

齐全 、产量最大的改性塑料生产企业 。 ２００４年 ９

月 ，金发科技华东生产基地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在上海投产 ，同年 ，金发科技又建立了西

部生产基地绵阳长鑫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在国

内形成了横跨东 、南 、西部的生产制造格局 。

２００６年完成销售额已逾 ５４亿元 （含税） 。

【广东威创日新电子有限公司】 　该公司 （以下

简称 “VTRON”） 主要从事数字显示墙系统的研
发 、生产 、销售与服务 。在国内同行业众多国际

知名品牌中 ，VTRON 品牌连续四年以 ３０％ 的市

场份额占据第一位 。

经过多年的发展 ，VTRON 积累了多项国
际 、国内专利和世界领先的原创技术 ，拥有全线

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 ，VTRON 进一步加
强与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研发 、项目等方面的

合作 。 VTRON 的系统产品在全球已打造出 ８００

多项经典工程案例 ，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

广泛应用于电力 、电信 、交通 、能源 、政府 、公

安 、部队等各个领域 。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原机械工业部广州机床研究所） 建于 １９５９年 ，

是原机械工业部直属综合性一类研究机构 、国家

机械行业技术归口单位之一 。 １９９９年转制为国有

科技型企业进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是国务

院首批 ２４２家转制的重点研究院所之一 ，２００２年

７月起更名为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

该院是广东省专利试点企业 、全国机械行业

文明单位 、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 ， “广研” 商标

荣获广东省和广州市著名商标称号 。研究院主要

从事机械基础技术 、基础材料 、基础元件领域的

高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在液压 、光机电一体化

装备 、密封 、润滑 、设备润滑状态监测等方面的

研究水平居国内先进水平 ，先后承担了大批国

家 、省 、市各级科技攻关项目 ，取得了１ ０００多项

科研成果 ，其中 ２００多项成果获国家 、部省 、市

级科技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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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1 1 　广东省第一批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试点企业名称 所在城市

１ H广州广晟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２ H广东联合电子收费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３ H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４ H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

５ H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 广州

６ H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广州

７ H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８ H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州

９ H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 广州

１０ b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广州

１１ b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１２ b深圳创维 －RGB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３ b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４ b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５ b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６ b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１７ b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１８ b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

１９ b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２０ b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２１ b顺德瑞图万方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２２ b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２３ b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

２４ b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

２５ b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

２６ b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２７ b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２８ b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汕头

２９ b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３０ b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韶关

３１ b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

３２ b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韶关

３３ b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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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试点企业名称 所在城市

３４ b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

３５ b惠州亿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３６ b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

３７ b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

３８ b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

３９ b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

４０ b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

４１ b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

４２ b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４３ b广东嘉宝莉化工有限公司 江门

４４ b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云浮

４５ b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４６ b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４７ b潮州三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

４８ b广东雄英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４９ b广东长城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５０ b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汕尾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陈 　辉）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建设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是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 ，是提

高本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截至 ２００６年

底 ，广东省科技厅会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

省经贸委又在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建

了 ４０家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见表 ４

３ ２ １）。

表 4 3 2 1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名单 （2006）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１ $广东省高能碱性电池及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 $广东省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 $广东省中药注射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博罗先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广东省精细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５ $广东省高压电缆附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长圆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６ $广东省铜管加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

７ $广东省通风换气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正野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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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８ $广东省油浸式配电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钜龙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９ $广东省氧化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广东省中药皮肤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皮宝制药有限公司

１１ >广东省工艺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四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广东省陶瓷环保节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顺祥陶瓷有限公司

１３ >广东省二次电池组合及其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 >广东省敞开式干式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海鸿变压器有限公司

１５ >广东省塑料稀土功能助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１６ >广东省中药配方颗粒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１７ >广东省制冷空调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

１８ >广东省印刷新材料及新技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

１９ >广东省数字电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恩平市双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 >广东省微波加热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格兰仕微波炉电器有限公司

２１ >广东省纺织机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丰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２ >广东省凹印和柔印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２３ >广东省吸尘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龙的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 >广东省药用真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理科虫草制品 （生化药业） 有限

公司

２５ >广东省电力系统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广东省天线与射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盛路天线有限公司

２７ >广东省水性油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广东省林产化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云安县晟达松脂化工 （厂） 有限公司

２９ >广东省光盘生产装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３０ >广东省数字机顶盒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惠州市九联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 >广东省电声元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丰顺泰昌电声元件有限公司

３２ >广东省印刷和涂布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３３ >广东省数字化印刷包装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汕头市汕樟轻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３４ >广东省陶瓷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潮州市三元陶瓷 （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５ >广东省家具创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 >广东省智能配电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

３７ >广东省建筑地坪涂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秀珀化工有限公司

３８ >广东省挠性电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安捷利 （番禺） 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 >广东省特种涂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高科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０ >广东省乘用车及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陈荣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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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动

２００６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自主创新

步伐加快 ，研发投入及创新成果保持较高增长 ，

呈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态势 。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数量增加 ，共

拥有企业办科技机构１ ２７９个 ，同比增长 ３１畅０％ ；

科技人才队伍逐步扩大 ，共拥有科技人员 ２０畅８５

万人 ，同比增长 ３０畅１％ ； R&D 投入持续增长 ，

全年共投入研发经费 ２７４畅０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７畅０％ ；自主创新成果显著 ，全年共实现新产品

产值４ ４１９畅５６亿元 ，发明专利申请数达１１ １２８件 ，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４畅９％ 和 ７４畅６％ 。但部分企业创

新意识薄弱 、 R&D投入较低 、新产品产出效益

不高等问题仍较突出 。

【科技创新活动主要特点】 　

科技机构增加 ，科技人员队伍壮大 　 ２００６

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５ ３２８家 ，比上年增长

３６畅８％ 。其中 ，拥有企业办科技机构总数由上年

的 ９７６个上升到１ ２７９个 ，增长 ３１畅０％ ；开展科技

活动的单位１ ３４６个 ，８９２家企业从事 R&D活动 ，

１ ０９３家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 ，分别占大中型企业

总体的 ２５畅３％ 、 １６畅７％ 和 ２０畅５％ 。

科技人员队伍壮大 ，专职科技人员增长 。至

２００６年末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２０畅８５

万人 ，比上年增加 ４畅８２万人 。在开展科技活动

单位的１ ３４６家工业企业中 ，平均每个企业拥有科

技活动人员 １５５人 ，比上年增加 １６人 。在进行

R&D活动的 ８９２家企业中 ，平均每个企业拥有

R&D活动人员 １３３人 ，比上年增加 ２５人 。

高素质科技人员总量和参与 R&D活动人员
同步增加 。 ２００６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学家

和工程师 １４畅７９万人 ，占科技人员的 ７０畅９％ ，总

量比上年增长 ２９畅７％ 。其中 ，具有高中级职称的

科技人员 ５畅６９万人 ，增长 ３５畅５％ 。参与 R&D的
人员 １１畅８９万人 ，同比增长 ４７畅２％ ；R&D 人员
折合全时当量为９８ ９９６人年 ，同比增长 ３８％ 。

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科技项目投入强度

加大 　 ２００６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共筹集科技

活动经费 ３８１畅９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０畅３％ 。从

经费的来源渠道看 ，企业自筹资金达 ３５０畅４７ 亿

元 ，占筹集总额的 ９１畅８％ ，比去年增加 ６６畅６１亿

元 ，增长 ２３畅５％ ；其余 ８畅２％ 的科技经费共 ３１畅４５

亿元 ，来源于金融机构 、政府部门 、国外筹集 、

其他资金等渠道 ，比上年减少 ２畅２１亿元 。

全省大中型企业实施立项经费 １０万元以上

的科技项目４ ６７１项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７６７ 个 ，其

中 ７１％ 是 R&D 项目 。平均每个项目投入经费

５２９万元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３６ 万元 ；平均每一

R&D项目投入科技经费 ７１５万元 ，比项目投入

总水平高出 １８６万元 。

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数增加 ，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增强 　 ２００６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专利申请

２０ ４６６件 ，同比增长了 ３５畅０％ 。其中 ，发明专利

申请数１１ １２８件 ，增长 ７４畅６％ ，发明专利在全部

专利申请数中所占比重为 ５４畅４％ ，比上年提高

１２畅３个百分点 。拥有发明专利数５ ７９５件 ，比

２００５年增加 ７６９件 ，增长 １５畅３％ 。

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增长 。 ２００６年广东大

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值４ ４１９畅５６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４畅９％ ，占工业总产值的 １４畅５％ ；在主营业务收

入中 ，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４ ２１６畅５３亿元 ，比上

年增长 ２４畅６％ 。

【科技创新实力地区比较】 　

科技人力投入 　从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分布

看 ，全省科技人力资源大部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格局不变 。全省 ２０畅８５万科技活动人员 ，

九成集中在珠三角 ９ 个地市 ，比重由上年的

８７畅２％ 上升为 ８９畅８％ 。其中 ，深圳占 ３６畅１％ ，居

全省第一位 ；佛山第二 ，占 １５畅０％ ；广州占

１１畅３％ ，位列第三位 。增长速度较快的是佛山 、

东莞 、中山和深圳 。

此外 ，珠三角地区同时拥有全省九成以上的

科学家工程师和 R&D活动人员 ，其中 ，深圳这

两项指标均为全省之首 ，分别占全省的 ４２畅５％ 和

４８畅０％ ；佛山第二 ，分别占全省的 １５畅１％ 和

１４畅９％ 。

粤东 、粤西 、粤北三个地区科技活动人员只

占全省的一成 ，科学家工程师和 R&D活动人员
不足全省的一成 （见表 ４ ３ ３ １） 。

０８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表 4 3 3 1 　广东省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2006）

地 　区

科技活动

人员

总量

（人）

比重

（％ ）

科学家工程师

总量

（人）

比重

（％ ）

科学家工程师

占科技活动人

员比重 （％ ）

R&D活动人员
数量

（人）

比重

（％ ）

R&D活动人员
占科技活动人

员比重 （％ ）

全 　省 ２０８ ４５６  １００ tg畅０ １４７ ８７９ �１００   畅０ ７０ pc畅９ １１８ ８７６ L１００ 构�畅０ ５７ I<畅０

珠三角 １８７ ２４３  ８９ tg畅８ １３５ ２６１ �９１   畅５ ７２ pc畅２ １１１ ２２４ L９３ 构�畅６ ５９ I<畅４

粤 　东 ７ １０５  ３ tg畅４ ４ ５０２ �３   畅０ ６３ pc畅４ ２ ３９６ L２ 构�畅０ ３３ I<畅７

粤 　西 ５ １７２  ２ tg畅５ ３ ２１７ �２   畅２ ６２ pc畅２ ２ ４４５ L２ 构�畅１ ４７ I<畅３

粤 　北 ８ ９３６  ４ tg畅３ ４ ８９９ �３   畅３ ５４ pc畅８ ２ ８１１ L２ 构�畅４ ３１ I<畅５

科技财力投入 　从科技财力资源总量看 ，全

省科技经费 、 R&D经费 、新产品开发经费分别

有 ９３畅１％ 、 ９４畅１％ 、 ９４％ 集中在珠三角 。在科技

经费投入方面 ，深圳 、佛山 、广州三市合计占

７１畅４％ ；在 R&D 经费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方面 ，

深圳超过全省半数 ，分别为 ５３畅５％ 和 ５１畅１％ ，其

次是佛山 ，分别占 １６畅８％ 和 １７畅３％ ；以上三项指

标粤东 、粤西 、粤北三地区之和分别只占全省的

６％ ― ７％ 。

从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看 ，全省科技经费占

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为 １畅３％ 。其中 ，粤西

地区较低 ，为 ０畅４％ 。从 R&D活动的力度看 ，全

省 R&D经费占科技经费的平均水平为 ６４畅１％ ，

粤北 、珠三角地区平均水平较高 ，分别为 ６８畅９％

和 ６４畅８％ ，粤北地区 ２００６ 年提升较快 ，粤西 、

粤东较低 ，分别为 ５５畅４％ 、 ３６畅１％ ，全省最低的

是云浮 、清远和汕尾 ，分别为 ０畅８％ 、 ０畅９％ 和

１％ （见表 ４ ３ ３ ２）。

表 4 3 3 2 　广东省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 （2006）

地 　区

科技活动

经费支出

总量

（万元）

比重

（％ ）

R&D活动经费
数量

（万元）

比重

（％ ）

新产品开发经费

数 量

（万元）

比重

（％ ）

科技活动经

费支出占销

售收入比例

（％ ）

R&D 活动经
费支出占科技

活动经费支出

比例 （％ ）

全 　省 ３ ８５２ ０３４ Z１００ 憫剟畅０ ２ ４７０ ７９９  １００ UH畅０ ２ ６３０ ６４０ 忖１００   畅０ １  �畅３ ６４ 腚揶畅１

珠三角 ３ ５８７ ３２３ Z９３ 憫剟畅１ ２ ３２３ ９６６  ９４ UH畅１ ２ ４７３ ８１６ 忖９４   畅０ １  �畅３ ６４ 腚揶畅８

粤 　东 ８９ ０８８ Z２ 憫剟畅３ ３２ １２４  １ UH畅３ ７９ ４０５ 忖３   畅０ １  �畅２ ３６ 腚揶畅１

粤 　西 ４６ ２７２ Z１ 憫剟畅２ ２５ ６２４  １ UH畅０ ２６ ８１６ 忖１   畅０ ０  �畅４ ５５ 腚揶畅４

粤 　北 １２９ ３５１ Z３ 憫剟畅４ ８９ ０８５  ３ UH畅６ ５０ ６０３ 忖１   畅９ １  �畅２ ６８ 腚揶畅９

科技产出效益 　从新产品产出的绝对量看 ，

全省新产品产值 、销售收入和出口 ９５％ 以上来自

珠三角地区 ９个地市 。珠三角地区三项指标分别

为４ ２２６畅１３亿元 、 ４ ０２２畅６６亿元 、 １ ８１１畅７６亿元 ，

占全省的 ９５畅６％ 、 ９５畅４％ 、 ９５畅８％ ，其中深圳 、

广州两市之和占珠三角地区五成以上 。

从新产品产出相对效益看 ， ２００６ 年 ，全省

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

售收入比重为 １４畅１％ ，比去年低 １畅１个百分点 ；

珠三角地区基本保持去年水平 ；粤西 、 粤北只

占 ４畅３％ 、 ３畅８％ ，比去年低 ３畅１ 和 １畅３ 个百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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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明专利方面 ，珠三角地区专利申请数占

全省的 ９７畅２％ ，发明专利申请数占全省的

９７畅７％ 。其中 ，深圳这两项指标居全省第一 ，分

别占全省的 ６１畅３％ 和 ８１畅３％ （见表 ４ ３ ３ ３）。

表 4 3 3 3 　广东省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出情况 （2006）

地 　区

新产品产值

总量

（亿元）

比重

（％ ）

新产品销售收入

　
新产品出口

销售收入

总量

（亿元）

比重

（％ ）

总量

（亿元）

比重

（％ ）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

新产品

产值

新产品

销售

收入

新产品

出口

销售

收入

产品销售

收入占全

部产品销

售收入比

重 （％ ）

全 　省 ４ ４１９ i\畅５６ １００ 5(畅０ ４ ２１６ 篌骀畅５３ １００ 靠膊畅０ １ ８９１ |o畅２５ １００ H;畅０ ２４ 哪贩畅９ ２４ @3畅６ ２５ 技�畅４ １４  鼢畅１

珠三角 ４ ２２６ i\畅１３ ９５ 5(畅６ ４ ０２２ 篌骀畅６６ ９５ 靠膊畅４ １ ８１１ |o畅７６ ９５ H;畅８ ２５ 哪贩畅７ ２５ @3畅２ ２４ 技�畅６ １４  鼢畅９

粤 　东 １０６ i\畅０５ ２ 5(畅４ １０３ 篌骀畅７１ ２ 靠膊畅５ ６９ |o畅６５ ３ H;畅７ ４２ 哪贩畅７ ４２ @3畅７ ６０ 技�畅１ １４  鼢畅２

粤 　西 ５０ i\畅４０ １ 5(畅１ ４８ 篌骀畅５５ １ 靠膊畅２ ７ |o畅１６ ０ H;畅４ －１８ 哪贩畅２ －１９ @3畅７ ５ 技�畅４ ４  鼢畅３

粤 　北 ３６ i\畅９８ ０ 5(畅８ ４１ 篌骀畅６２ １ 靠膊畅０ ２ |o畅６８ ０ H;畅１ －２ 哪贩畅９ ７ @3畅７ －９ 技�畅３ ３  鼢畅８

【存在问题】 　

开展科技活动 、建立科技机构的企业数量较

少 　科技机构是科技活动的重要载体 ，也是企业

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 。 ２００６年 ，全省只

有 ２５畅３％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科技活动 ，进行

R&D活动的仅占 １６畅７％ ，有新产品开发的占

２０畅５％ ，拥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仅占 １６畅８％ 。仍

有八成多的企业没有科技机构 ，七成多的企业未

开展科技活动 ，制约了全省企业科技活动的健康

发展 。

科技经费投入偏低 　 ２００６年 ，广东大中型工

业企业科技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 １畅３％ ，

特别是 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 ０畅８％ ，

远远低于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 ２畅５％ — ４畅０％ 的水

平 。国际经验显示 ，R&D投入占销售收入在 ５％

以上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力 。广东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仍需加大 。

新产品效益不高 　新产品是企业在激烈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武器 ，也是科技创新

对经济贡献的直接体现 。 ２００６年 ，全省大中型工

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幅度比大中型企业产

品销售收入总额增幅低 ９畅５个百分点 。新产品销

售收入只占销售收入总额的 １４畅１％ 。

科技创新实力地区差异严重 　大中型工业企

业科技创新实力的地区差异大 。珠江三角洲地区

集中了全省大部分的科技资源 ，东西两翼及粤北

地区处于弱势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 ２００６年 ，珠

三角地区科技人员数量占全省的 ８９畅８％ ，科技经

费占 ９３畅１％ ，新产品产值占 ９５畅６％ ，科技创新实

力在全省占有绝对优势 。广东科技实力地区差异

悬殊 ，将阻碍全省总体科技竞争力的提升 。

（广东省统计局社会科技统计处 　陈培红）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也是我国重要

的科技创新基地 ，科技型中小企业已成为广东科

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 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批准设立 “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以下简称 “创新

基金”） ，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推动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为宗旨 ，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

创新项目为对象 ，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

创新水平高 、具备产业化前景 、成长性好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 。

【项目申报与立项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

省共申报国家创新基金项目２ ６３０项 ，有 ６６２项获

得国家立项资助 ，约占全国总立项项目的

６畅１１％ ，资助金额４０ ５１３万元 ，约占全国总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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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 ６畅１２％ ，连续 ８年排在全国的前十名 。特

别是 ２００６年 ，全省的立项项目 １４３项 ，立项金额

６ ０６５万元 ，立项项目和立项金额均排在全国的前

五名 。在 ６６２项获得国家立项资助的项目中 ，无

偿资助项目 ５３０ 项 ，占总支助项目的 ８０畅０６％ ，

资助金额３１ ５９５万元 ，占总资助金额的 ７７畅９９％ ；

贷款贴息项目 １３２项 ，占总支助项目的 １９畅９４％ ，

贴息金额８ ９１８万元 ，占总资助金额的 ２２畅０１％ 。

【实施成效】 　 创新基金的支持和项目的实施 ，

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 ，企业的经

济效益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有效促进了科技成

果的转化 。据统计 ，项目完成时企业年总销售收

入是项目立项前的 ２畅９倍 ，增长了 １９４畅４％ ；项

目产品的累计销售收入为 ２２畅６ 倍 ，增长了

２ １５９畅４％ ；项目累计净利润为 ２５ 倍 ，增长了

２ ３２９畅６％ ；项目累计创汇为 １６畅３ 倍 ，增长了

１ ４８３畅０％ 。

国家创新基金在广东的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

一批企业做大做强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承担过创

新基金项目的企业中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长园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冠豪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国光电

器有限公司等 ９家公司成功上市 ，广州金鹏 、广

州御银 、潮州三环 、惠州华阳等已成长为大型企

业或企业集团 。

【部分项目介绍】 　由广东科技达机电公司自主

研发的 “智能仿真布料系统” 是拥有多项高新技

术的高科技产品 ，属国际领先水平 ，填补国内空

白 。该系统用于生产由多层物料构成的瓷质墙地

砖产品 ，能够通过计算机控制自由布料达到上层

色料的不同配置 ，得到各种纹理结构 、多种色彩

效果和斑点效果以及各种已知图形 ，能够更好地

满足当今市场对瓷质砖图案灵活 、多样 、复杂 、

美学的需求 。该系统通用性强 ，可直接安装在运

行的压砖机上 ，更换十分方便 ，具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

佛山市国星光电科技公司的 “片式半导体发

光二极管” 项目在 ２００１年取得 ０畅８mm厚度填补
国内空白的基础上 ，２００６年又推出了 ０畅４mm 和
０畅６mm厚度的新品种 ，再次填补国内空白 。

东莞市博海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

“城市垃圾热解气化焚烧处理技术” ，可利用生物

干燥过程 、先进的空气清洁系统和处理水回收技

术对垃圾进行处理 ，通过对垃圾的水分 、可回收

物和含能量成分高的物质进行分离 ，最大限度地

利用垃圾中的所有成分 。该技术可以保证最大化

的回收率 ，垃圾中任何残留的玻璃 、金属或惰性

可回收物都可以被分离回收并进行模式化运作 。

该技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可按垃圾的成分和数

量的不同随时进行调整 。垃圾处理的整个过程在

封闭的条件下完成 ，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了最低

限度 ，更加有利于环保 。

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通过实施 “计算

机集中控制多层共挤塑抖中空成型机” 项目 ，公

司技术专利累计申请量超过 ６０项 ，近 ２０项产品

获省 、市级科技进步奖 。产品推向市场成功地改

变了同类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 ，产品已占有国内

市场份额 ９０％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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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科技创新

全省高校科技工作概况

【科技队伍】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高校 （含附

属医院 ，共 ５９个统计单位） 共有教学与科研人

员 （即科技人力资源） ４４ ６２９人 ，其中有教师

１８ ６９７人 ，占 ４１畅９％ ；高级职称 １２ ７３４人 ，占

２８畅５％ 。教师队伍中 ，有教授２ ９２７人 ，占教师队

伍的 １５畅７％ ；副教授 ５ ５３４人 ，占教师队伍的

２９畅６％ 。科技人力资源中 ，按学科分 ，自然科学

６ ０５４人 ，占 １３畅６％ ；工程与技术 ９ ３７７人 ，占

２１畅０％ ；医药科学２２ ０９２人 ，占 ４９畅５％ ；农业科

学１ ２１０人 ，占 ２畅７％ 。按学历分 ，博士研究生

５ ５７５人 ，占 １２畅５％ 。按年龄分 ，４５ 岁及以下的

３５ ９００人 ，占 ８０畅０％ 。教学与科研人员中 ，科学

家和工程师４１ ４２１人 ，占 ９２畅８％ ，其中有高级职

称的１２ ７３４人 ，占 ２８畅５％ 。 ２００６年 ，科技活动机

构中有从业人员５ ２１０人 ，科技活动人员３ ６８３畅８

人年 ，其中 R&D机构从业人员５ ０６３人 ，科技活

动人员３ ５６８畅４人年 。

【科技条件建设】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开展

“９８５工程” 二期建设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

暨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

中医药大学 、汕头大学等 ７所高校 “十五” “２１１

工程” 接受有关部门建设项目整体验收 。

组织第八轮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申报

与评审工作 ，确定了 １７４个省重点学科 ，其中一

级学科重点学科 ２９ 个 ，二级学科重点学科 ９１

个 ，二级学科重点扶持学科 ５４个 。确定广东高

校科研型重点实验室 ９个 ，分布在中山大学 、华

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中

医药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体育学院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 ９所高校 ；确定

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６个及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

目 ８项 ，分布在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

农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及广东工业大学等 ５所

高校 ；确定一批高校科技重点项目 。

【科技项目及科技经费】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校承

担的各类科技项目１６ ６０９项 ，当年投入经费 １３畅４０

亿元 ，当年支出 ８畅７２亿元 ，其中基础研究５ ５１６

项 ，占总项目数的 ３３畅２％ ，投入经费 ３畅３５亿元 ，

占总投入经费 ２５畅０％ ；应用研究６ ６０７项 ，占总项

目数的 ３９畅８％ ，投入经费 ４畅２９ 亿元 ，占总投入

经费的 ３２畅０％ ；试验与发展１ ０２５项 ，占总项目数

的 ６畅２％ ，投入经费 ０畅９９亿元 ，占总投入经费的

７畅４％ ；R&D成果应用和其他科技服务共３ ４６１

项 ，占总项目数的 ２０畅８％ ，投入经费 ４畅７８亿元 ，

占总投入经费的 ３５畅７％ 。

承担的１６ ６０９个科技项目中 ，国家 “９７３” 计

划项目 ９７项 （含子项目）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

目 ６９项 （含子项目） ，国家 “８６３” 项目 １２２ 项

（含子项目） ，省市自治区科技项目６ ２９０项 ，企事

业单位委托项目４ ２８９项 。 ２００６ 年 ，广东高校获

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及

青年项目共 ５１６项 ，资助经费 １畅５６亿元 ，立项项

目数及资助经费数在全国均排名第五 。获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６３１项 ，经费３ ３８３万元 ，分别

占全省的 ７９畅１％ 和 ７５畅２％ 。

２００６年 ，高校当年实到科技经费 ２０畅８５ 亿

元 ，同比增长 ６畅２％ ，其中 R&D 经费 １２畅２８ 亿

元 ，占 ５８畅９％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 ５畅５６亿元 ，

占 ２６畅７％ 。 当年支出经费 １８畅２２ 亿元 ，其中

R&D经费支出 ９畅４４亿元 。 ２００６年当年实到科技

经费超过 ３亿元的高校有中山大学 （４畅０５亿元）

和华南理工大学 （３畅９０亿元） ，超过 １亿元的高

校有华南农业大学 （１畅５０亿元） 、广东工业大学

（１畅３６亿元）、深圳大学 （１畅３１亿元） 和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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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２６亿元）。

【科技成果与专利工作】 　 ２００６年 ，高校出版科

技著作 １４８部 ，发表学术论文３０ ４９４篇 ，其中在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３ ２６０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１０畅７％ ，其中被 SCI 、 EI 、 ISTP等三大检索系统
收录的论文５ ３５５篇 （SCI ２ ５３１篇 ， EI ２ ０１１篇 ，

ISTP ８１３篇） ，同比增长 ５４畅６％ 。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校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７３

项 （含专利出售 １９ 项） ，合同金额４ ８３０畅３万元

（其中专利出售１ ６３１畅５万元） ，当年实际收入

１ ９６３畅４万元 （其中专利出售 ６２７畅９万元） 。有关

高校参加第三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

会 、第八届中国 （深圳）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

第四届 “山洽会” ，共签订协议 ３３项 ，合同金额

约 ２畅８５亿元 。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校获得国家科技奖 ４项 ，获

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１４项 （以第一完

成单位统计）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广东省科技

奖 ９７项 ，其中一等奖 １５ 项 ，占一等奖总数的

４８畅４％ 。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校申请专利１ ４９６项 （同比

增长 ３６畅６％ ） ，其中发明专利１ １７６项 （同比增长

４８畅９％ ） ，获授权 ５７７项 （同比增长 ３６畅４％ ） ，其

中发明专利 ３１３项 （同比增长 １８畅１％ ）。当年专

利拥有数２ １８５项 ，其中发明专利１ ２３４项 。

【科技交流】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校的科技交流活

动十分活跃 。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５ ８２３人次 ，提交论文３ １３０篇 ，特邀报告 ５０８

篇 ，其中参加在国 （境） 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１ １６９人次 ，提交论文 ９００ 篇 ，特邀报告 ２１９ 篇 。

派遣合作研究 １２９９人次 ，其中国 （境） 外 ６６６人

次 ，接受合作研究２ ９５７人次 ，其中国 （境） 外

１ ４６９人 。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７１ 次 ，其中在国

（境） 外 ８次 。

（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 　王斌伟）

中 山 大 学

中山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是国家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

包括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医学 、技

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中山大

学学科门类宽广齐全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全校

有 ２２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权 ，

博士学位授权点达 １７１ 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达

２３６个 ，专业学位点 １９个 ，全校拥有中国语言文

学 、历史学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基

础医学 、临床医学 、管理学 、公共管理 、哲学 、

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１２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２０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 ４３个省部重点学科 。在本

科教育方面 ，全校有 ９４ 个本科专业 ，拥有 ６个

国家级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１个国家

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２５个本科专业是省级

名牌专业 。

中山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 ，学校有权评

审和授予教授 、副教授职称 。全校共有教职工

１１ ９２７人 ，其中有博士生导师 ９００人 ，具有正高

级职称 ８８３人 ，具有副高职称１ ７８２人 。教师队伍

中杰出人才辈出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２人 （含

双聘）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３人 （含双聘） ，国家级

教学名师 ４名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１５人 ，现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４３人 ，

国家人事部 “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 、二层次人

选 ２２人 ，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人选 １９人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６７人 ，教

育部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１７人 ，讲座教授 ３

个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２３个 ，卫生

部突出贡献专家 １８人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获

得者 １５人 ，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１８人 。

【科研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２００６年 ，学校继续

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 ，强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与管

理 ，构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平台 ，完善校内

研究机构的管理 ，科研基地和平台建设成效显

著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

全校共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４个 、国家专业

实验室 ２个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个 、国家

开放实验室 １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６个 、卫生

部重点实验室 ３个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３个 、

卫生部工程研究中心 ２个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大学理工医科共获得重点实验

室建设和运作经费１ ２０８万元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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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个 。 ２００６年 ，科研基地和平台建设情况 ：广东

省近岸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获立项 ，已到位经费

２００万元 。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顺利通过评估 ，被评为良好 。中山眼科中心

眼科学实验室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

学基因疫苗研究所正式成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 。教育厅太阳能重点实验室立项建设 ，建设经

费每年 ５０万元 。广东省药用功能基因重点实验

室顺利通过验收 。数字家庭和数字媒体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获批准立项 。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年中山大学科研经费收

入保持 ４个亿 （不含附属医院数据 ，下同） 。承

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５１９项 （含合作项目 ，下同） ，

到位总经费６ ６２０万元 ，省部市各类纵向科技项目

及国际合作项目共计１ ０３４项 ，到位总经费 １畅６３

亿元 ，横向科技项目 ６３４项 ，到位总经费６ ５１２畅２

万元 ，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 。

２００６年国家基金项目获准经费继续稳定增

长 。学校获国家基金资助 １９９ 项 （包括联合基

金） ，总经费５ １２１畅７万元 ，其中重点项目 ５ 项 ，

资助经费 ７７５万元 ；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７项 ，经

费 ８６０万元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３项 ，资助

经费 ６００万元 ；海外 、港澳研究合作基金 ２ 项 ，

重大研究计划 ４项 。在 ２００６年启动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项目

申请工作中 ，获资助 １０ 项 ，且均为重点项目 ，

位居全国首位 ，获资助率为 １３畅７％ ，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资助率的 ５畅２％ 。

【科技产出】 　 ２００６年 ，该校在稳定科技投入的

同时 ，狠抓科技产出 ，提高产出质量 ，并取得显

著成果 。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３０项 ，包括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２项 、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 １９项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８项 、中华医学

科学技术奖 １项 。其中 ，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

李文笙教授主持完成的 “斜带石斑鱼的生殖生长

调控和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项目” ，由中山大学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许宁生教授主持完成的

“纳米冷阴极及其器件研制” 项目成果 ，由中山

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陈小明教授主持完成的

“功能金属配合物的控制合成与晶体工程系列研

究” 项目均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专利数迅速增长 ，全年申请专利 ３０１件 ，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 ，增长了 ６９畅３％ ，其中发明专利占

９０％ 以上 ，获授权 １９６件 （发明 １７５件 ，实用新

型 ２１件）。校本部验收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１４项 ，

组织鉴定成果 ９项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年末提供的 ２００５年学

校 SCI年度检索报告显示 ：SCIE收录论文数 ７２２

篇 ，文献 ７９０篇 ，在全国高校排名 １８位 ；国际论

文被引用篇数 ８６２篇 （被引次数２ ６６５次） ，全国

高校排名 １２位 。国际科技会议录索引 ISTP １８９

篇 ，工程索引 EI ４７２ 篇 。全年 ，发表学术论文

４ ４８１篇 ，其中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８８６篇 ；科技著

作 ３０部 ，国外出版 ５部 ；大专院校教科书 ４１部 ，

编著 ２４部 。 ２００６年 ，肿瘤防治中心曾益新院士

获第六届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

【产学合作研究】 　该校在稳定发展基础研究的

同时 ，继续整合力量大力开展产学合作研究 。继

在珠海 、佛山建立研究院后 ，校领导又先后带队

与深圳 、东莞 、茂名市领导洽谈校市合作 ，并在

深圳 、东莞建立研究院 ，在现代农业 、创新药物

与功能食品 、电子信息 、新材料 、新能源 、海

洋 、环境工程与环境规划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 。在 ２００６年首次实施的广东省教育部产学合

作项目中 ，学校申请 ５０项 ，获准立项 ２２项 ，总

经费 ９２０万元 ，项目数为全国高校之最 。学校在

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山脉的色季拉

山建立中山大学青藏高原特色资源科学工作站

（A站） ，并与西藏灵芝地区签订技术合作协议 。

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合作建设的中山大学大

学科技园顺利通过专家组现场评估 ，被批准为国

家大学科技园 。在 ２００６年组织申报的佛山市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 、佛山市产学研专项等项目的初

评中 ，学校在驻佛山的 １７间高校中跃居第三位 。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山市木林森

电子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建 “中山大学 —木林森发

光二极管 （LED） 芯片技术研究中心” 的合作协

议 。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 ，联

合成立 “中山大学 —珠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与环

境研究院” 和 “珠江水利委员会 —中山大学学生

实习基地” 。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了全面合作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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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合作】 　 ２００６年 ，该校参与丁肇中领

导的太空实验室取得阶段性成果 。参与项目硅微

条探测器的散热系统 （TTCS） 主体已经完成 ，

开始调试并得到意大利 、荷兰同行的充分肯定 。

在美 、俄等国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上 ，朱熹平教授

和旅美数学家 、清华大学教授曹怀东彻底证明了

破解国际百年数学难题 ———庞加莱猜想 。学校医

科先后举办了 ２０５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 ，邀请

了包括钟南山 、韩启德 、汪忠镐等院士在内的数

十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 。学校理工科共主

办或承办了 ５次大型国际会议 。

（中山大学 　廖映辉）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００６年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 ，科研综合实力稳步提高 ，全校科技工作保持

了持续 、稳定 、协调发展 。

【科研经费】 　 ２００６年华南理工大学新增科研项

目１ ４３０项 ，合同经费首次突破 ４亿元 ，达 ４畅１１

亿元 ，实到经费 ３畅４３亿元 。其中 ，纵向科研项

目实到经费 １畅２３亿元 ，横向科研项目实到经费

２畅２亿元 。

在基础研究方面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重点项目 １项 ，广东省政府和国家自然基金

委联合基金 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

金项目 ２ 项 （分别是韦岗教授和江焕峰教授）。

在应用研究方面 ，获批国家 “十一五” 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 ２项 ，教育部重大项目培育资金项目 １

项 ，２７个参与项目在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

突破项目招标中中标 。

在横向科技合作方面 ，实到经费 ５０ 万元以

上的横向项目有 ５８项 ，占横向实到经费总额的

３５畅７７％ ；实到经费 １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有 １４项 ，

占横向实到经费总额的 １７畅２２％ 。

在国防科技工作方面 ，华南理工大学于 ２００６

年 ７月通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质认证 ，

当年 １０月通过了军品科研服务与生产的质量体

系认证 。

【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均有较大

提高 。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工大学共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 ３２项 ，其中 ，由华南理工大学瞿金平

教授课题组完成的 “塑料动态成型加工技术与装

备”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率先提

出塑料动态塑化成型方法及原理 ，发明并研制出

塑料动态塑化挤出 、注射成套技术装备 ，获得覆

盖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 ，并成功实现

了产业化及推广应用 。新技术使塑料成型加工原

理和概念实现了由 “稳态” 到 “动态” 的变革 ，

打破了我国引进 、跟踪 、低水平仿制的局面 ，推

动了塑料成型装备业技术进步和塑料制品加工业

的可持续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还获得了 ２００６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４项 ，分别是苏为洲

教授课题组完成的 “动力学系统反馈设计与辩识

的智能与优化方法” 、万金泉教授课题组完成的

“废纸造纸废水封闭循环应用技术” 、华贲教授课

题组完成的 “过程工业能量系统综合优化及在石

油石化行业中的工程应用” 、周少奇课题组完成

的 “炼油废水同时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研究及其

应用” 。毛宗源教授课题组完成的 “网络环境下

管控一体化的智能控制信息系统的研究开发” 获

得了广州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１项 。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工大学的三大索引收录和统

计源期刊论文有较大幅度增长 ，在高校排行榜的

位置有较大提升 ，EI 、 ISTP首次进入前二十名 。

被 ２００５年度三大索引 （以 SCIE 、 EI 、 ISTP计）

收录论文总量为１ ５３９篇次 ，比 ２００４年度 （７６９篇

次） 增长了 １００畅１％ 。其中 ，被 SCIE 收录 ３８１

篇 ，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三十位 ；被 EI收录 ７８７

篇 ，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十九位 ；被 ISTP收录
３７１篇 ，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十八位 （见图 ４ ４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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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3 1 　华南理工大学三大索引论文增长情况

【科研基地建设】 　科研基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大学申报的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已通过科技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终审工作的现场考察和集中会议答辩 ，专家组给

予了高度评价 。这是自 １９８９年获批准建立制浆

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来 ，华南理工大学在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

２００６年 ，获批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两个 ：

金属新材料制备成形技术与设备 ；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和淀粉与植物蛋白深加工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 ；广东省高等学校科研型重点实验室 １个 ：

农产品资源绿色加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高校产学

研结合示范基地 １项 ：华南理工大学新材料制备

与成形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公共实验室 １个 ：

广东省造纸技术与装备公共实验室与广东省造纸

研究所联合申报 。

在广东省科技厅组织的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重

点实验室考核评估中 ，该校的广东省高性能与功

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被评为优秀 ，广东省计

算机网络重点实验室被评为良好 。

【知识产权工作】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持续发展 。

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多年一直位

居全国高校前列 。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工大学共申请

专利 ５１２件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５％ ，在全国高校中

排名第五位 ；共授权专利 １９４件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４１％ ，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八位 。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

４５件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６６畅６７％ ；作品登记 ２件 。

【科技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 ，华南理工大学共主

办或承办 ５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 ，主办或承办 ７

个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 ，还主办 ３个由广州市科

协资助的广州科技沙龙系列活动 。

为了加强产学研结合 ，更好地发挥华南理工

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２００６年该校与各

地方政府 、大型企业共签订全面合作或战略合作

协议 ２２项 ，其中与地方政府签订 ８项 。组织大

型项目对接活动 ，包括浙江金华 、江苏昆山 、浙

江富阳市 、佛山高新区及顺德伦教 、肇庆高要等

大型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积极组织参加科技交流

活动 ，包括 ：第八届高交会 、第四届中国福建项

目成果交易会 、 “十五” “８６３” 科技成果展洽会 。

为推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

加大了校外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力度 。 ２００６年

在中山 、新会 、小榄等地建设了 ３个校外工业技

术研究院或科技创新中心 ，使该校驻外研究院总

数达 １０个 ，其中佛山研究院的工作在 １２所驻禅

高校研究院的年度工作考核中名列第一 ，并受到

佛山市政府的嘉奖 。

（华南理工大学 　付 　晔）

华南师范大学

【科技项目与经费】 　 ２００６年华南师范大学向各

级科技主管部门申报 １３个大类 ４１３个项目 ，申

请项目数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５２畅４％ 。主持申报科

技项目的教师占全体科技人员的 ３２畅２％ 。

纵向科技项目获批 １１２项 ，首次突破百项大

关 ，科技项目申报命中率为 ２７畅１％ ，获准经费

２ ５５４畅３万元 ，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４畅３％ ，横向科技

项目实到经费 ５４７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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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７项 ，比 ２００５年

增长 ３５％ ；经费 ７２９畅５ 万元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７８％ ；获准项目数和经费数在连续几年快速增长

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 。首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资助 ，经费 １００万

元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３ 项 ，经费 ２８１

万元 ，其中广东省基金团队项目 １项 ，４年连续

资助经费 １４０ 万元 。获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２２

项 ，经费 ２３７ 万元 。获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８

项 ，经费 １１４万元 。项目数和经费数均较 ２００５年

有所增加 。

【科技成果与奖励】 　华南师范大学获得 ２００６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２项 ： “大气自动监测系统

国产化样机研制 ─ ─颗粒物自动监测样机” 获得

二等奖 ， “微分议程边值问题 、定性理论及应用

研究” 获得三等奖 。李岩教授荣获第八届丁颖科

技奖 。

发表学术论文 １２６９篇 ，其中国外学术刊物

发表 ２９９篇 。学术论文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 ４８８

篇 ，其中 SCI 收录 ２６０ 篇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５０畅２％ ；EI收录 １５２篇 ，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４９畅０％ ；

ISTP收录 ７６篇 ，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７２畅７％ 。出版各

类科技著作 ２１部 。申请专利 ３５件 ，其中发明申

请专利 ２７件 ，实用新型申请 ５件 ，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 ３ 件 ，这是该校首次有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 。获得专利授权 ２２件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９ 件 、

实用新型专利 ３ 件 ，授权数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５７畅１％ 。

１１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 ，大部分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 “氮氧化物自动监测样

机及大气监测系统总成国产化研制” 经专家鉴

定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该鉴定成果包括仪器

样机成果 ３项 ，通过了广东省计量科学院的计量

器具新产品型式评价试验 ，并获得了广东省技术

监督局颁发的新产品证书 。 ２００６年 ，该校与广东

响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 “大气质量自动监

测国产化仪器系统的产业化” 协议 ，合作建立产

学研联合基地 。

【重点实验室 、基地建设】 　 “激光生命科学重

点实验室” 获批为广东省高等学校科研型重点实

验室 。

“广州市 LED 工业研究开发基地” 发展顺

利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基地生产中心已投入批

量生产 ，并于 ２００６正式确认为世界 ５大光电公

司之一的 Avago （安华高） 在中国内地的唯一供

应商 。

【科技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 ，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了 “偏微分议程及数值分析国际学术会议” ，本次

学术会议是近年来在偏微分方程领域有较大影响

的学术盛会 。来自美国 、新加坡 、香港地区和国

内的 ８８ 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 会议以

“偏微分方程及数值分析” 为主题 ，会议内容涉

及偏微分议程及其应用 、几何分析 、偏微分议程

及数值分析等方面研究前沿的最新成果 ，与会代

表共提交学术交流论文 ６０余篇 。

承办了 “中国光学学会 ２００６年学术大会” ，

母国光 、刘颂豪等 １６位光学界的两院院士以及

近千名光学界的专家 、学者出席了大会 。会议内

容涉及量子光学与非线性光学 、生物与医学光学

等 １５个专题 ，总结和交流了我国光学 、光子学

和工程领域的最新成果 ，促进了本领域的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 ，展望了 ２１世纪的发展方向 ，是

历次光学年会中论文最多 、代表最多 、大会报告

级别最高 、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

举办了 ７场高水平的 “华南师范大学新世纪

论坛”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活动

月” 期间组织了近百场学术报告会 。与美国 、韩

国 、加拿大 、日本等 ６个国家或地区的 ９所高校

建立了学术交流或协作关系 。

（华南师范大学 　邓开喜 　李文辉）

华南农业大学

【科研经费】 　 ２００６年 ，华南农业大学新增立项

项目共计 ３５２项 ，其中国家级课题 １１项 ，省部级

课题 １６４项 ，到位科研总经费７ ６８３畅９万元 ，其中

纵向经费６ ９７畅５０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５８项 ，资助经费１ ６６５万元 ，获资助项目数和

经费创历年之最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４５项 ，资助经费 ３２９万元 ；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１ 项 ，资助经费 ４００ 万元 ；主持国家

９８高等院校科技创新



“８６３” 项目 ６项 ，资助经费 ８８６万元 ；广东省教

育部产学研项目 ６项 ，经费 ２１０万元 ；广东省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 ３项 ，资助经费 １００万元 。

【科研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创

新平台 、产学研基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

“生物防治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获教育部

批准建立 。该中心的组建 ，将有力地促进生物防

治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推动高新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规模化生产 ，同时也将为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队伍 、创新产学研结合机制提供一个良好的平

台 。

“广东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

点实验室” 获省科技厅批准建设 。该实验室重点

开展现代人兽共患病新病原体或新病型预警系统

的建设 ，使实验室建设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重要

人兽共患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及高层次的人才培养

基地 ，为保障畜牧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确保

本省人与动物的健康安全 ，确保社会稳定及国民

经济的持续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

作贡献 。

广东省科技厅批准新建了 “南方农业机械与

装备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和广东高校产学研结

合示范基地 ——— “水果保鲜与流通产学研示范基

地” 获省科技厅批准建设 。

【科研成果】 　 ２００６年华南农业大学获得广东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３ 项 （主持 ２项） ，获教育部高

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１项 ，获得省农业技术

推广一等奖 ３项 ，全年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励 ２４项 。

水稻新质型不育 Y华农 A的选育及应用
经过 ３６年深入研究 ，筛选出优良新不育细

胞质 ———夜公 ，并育成 Y 型系列不育系 １１ 个 ，

填补了华南晚籽稻品种可以提供不育细胞质的空

白 。从 Y型不育系中选出不育性稳定 、各种性状

优良的 Y 华农 A ，利用 Y 华农 A 共育成优质 、

高产 、抗病的杂交水稻组合 １９个 ，其中华优 ８６

和华优桂 ９９通过全国品种审定 ，华优 ８６被广东

连续推荐为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水稻主导品种以及

２００５年广西水稻主导品种 。华优系列水稻组合在

南方稻区累计 ５３畅７万公顷 ，共增产粮食 ３畅２５亿

公斤 ，经济效益达到 １７畅０３ 亿元 。该项目荣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瘦肉型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化示

范 　该项目从瘦肉型猪种新品种和配套系选育 、

饲料营养 、环境和猪疫病防治等 ４个方面的关键

技术研究和综合示范 ，全面提高规模化猪场生产

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 。该项目制定了 ７个行业

技术标准 ，在 ７个大中型猪场推广应用 ，直接经

济效益超过 ２亿元 。该项目荣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南方土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

体系 　该项目针对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中季节

性干旱和土壤肥力低下的突出问题 ，研究推广了

节水耕作及其配套技术体系 ，形成了以深松耕作

为核心的工程节水与农艺节水 、管理节水相结合

的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综合节水技术体系 。该

项目获得了 ４项发明专利 ，该项目 ２００６年获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椰甲清淋溶性粉剂挂袋法防治椰心叶甲的研

究与应用 　椰甲清淋溶性粉剂内吸性好 ，持效期

长 ，操作方便 ，省工省时 ，防治成本低 ，对环境

安全 ，对棕榈科植物没有药害 ，是一种高效 、安

全的防治椰心叶甲的农药新产品 ，具有突出的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该项目获 ２００５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国家二类新兽药 “球必清” 的研制与推广

球虫病是严重危害我国畜牧业生产的重要疾

病之一 。我国每年有 ３０ 多亿只鸡感染球虫病 ，

造成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控制球虫病的主要措施

是使用抗球虫药 。 １９９７年 ４月 ，由华南农业大学

实验兽药厂申报并获得 “球必清” 预混剂的 “农

兽药试字” 生产批准文号 ２个 。通过 ９年多的推

广 ， “球必清” 已推广应用到广东 、广西 、福建 、

湖南 、湖北 、河南 、河北 、山东 、浙江 、江苏 、

北京 、上海 、天津 、 辽宁 、黑龙江 、 山西 、 新

疆 、四川等省市和地区的养殖场 （户）、饲料厂

和兽药 、添加剂经销商 ，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巨大的社会效益 。项目对环境不造成污染 ，对人

畜无毒害 ，无残留 ，不影响畜禽生长 ，具有明显

的生态效益 。多年来 ，球必清的推广应用对畜牧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项目获 ２００５年度广

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知识产权】 　 ２００６年华南农业知识产权工作取

０９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得突破性进展 。 ２００６年专利申请 １２５项 ，比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２项增加 ８３项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９４项 ，

比 ２００５年 ３１项增加 ６３项 ；专利授权 ３０项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了 ５０％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１９ 项 。

２００６年首次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进行登记 ，已登

记 ２项 。

华南农业大学诉 “云大科技” 专利侵权一案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得到北京

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１畅 维持国家专利复审委

员会关于华南农业大学专利有效的决定 ；２畅 撤销

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３畅 此判决为终审判

决 。此案经过广州中院 、国家专利复审委员 、北

京中院 、北京高院 、广东高院 ，历时三年 ，经过

积极应诉 ，走完了所有的程序 ，是全国高校专利

维权胜诉第一案 。

【成果转化 、科技普及和科技扶贫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１２月 １０日 ，与广西农业厅签订了 枟华南农业

大学与广西农业厅合作框架协议书枠 ，与广西农业

厅建立了省 —校科技合作关系 。协议双方本着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的原则 ，充分利用各自

优势和资源 ，把双方的合作作为积极推动泛珠三

角区域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 。

２００６年度继续实施 “科技绿舟” 成果转化计

划 ，积极推进与阳山 、梅州 、云浮等地的合作 ：

与梅州进行金柚深加工的合作 ；与云浮市温氏集

团的合作上升到了学校层次 ；与阳山县在马铃薯

种植 、板栗栽培 、新农村规划等项目上多次组织

专家进行咨询 。 ２００６年校级科技下乡活动 １５次 。

２００６年共参加科技成果展览 、展示和推广活

动 １３次 。主要有第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 、首届广东现代农业博览会 、第四届中国

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经济技术合作洽谈

会 、第四届中国 ·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等 。

该校对首届广东现代农业博览会高度重视 ，

展示面积规模大 、展示方案构思新颖 ，显示了高

等学府的风采 。张德江 、黄华华 、欧广源 、李容

根等省领导亲临展位参观 ，对学校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 。张德江同志评价 ： “近年来正

因为有华南农业大学在禽流感疫苗研究的创新成

果 ，才使广东省在防治大规模禽流感疫情爆发掌

握了主动权 。”

【学术交流】 　 ２００６年华南农业大学主办和承办

了 ２次国际学术会议 。

“第二届国际枇杷学术研讨会” 于 ２００６年 ４

月 １日在广州召开 ，由国际园艺学会 、中国园艺

学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主办 ，华南农业大学承办 ，

福建莆田学院 、清远市政府和广州市果树科学研

究所协办 ，来自西班牙 、比利时 、土耳其 、印

度 、巴基斯坦 、美国 、智利 、厄瓜多尔 、南非和

尼日利亚等 １０多个国家和国内 １５个省份的 １００

多名枇杷专家参加了会议 。枇杷专家就世界枇杷

生产与贸易 ，枇杷种质资源 、遗传育种和生物技

术 ，枇杷栽培和生理 ，枇杷采后生理 、贮藏和加

工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同时 ，还考察了广东

乳源枇杷野生种自然群落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种质资源圃 、清远山地 １３３畅３公顷连片枇杷幼

树 ；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从化基地 ３３畅３公顷

标准化栽培成年树 。

“中澳植物次生化合物应用于有害生物综合

治理论坛”于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９― １３日在广州召开 。

由华南农业大学 、西悉尼大学 （UWS）、广东省
昆虫学会和广东省化工学会主办 ，华南农业大学

昆虫生态研究室 、西悉尼大学植物与食品科学中

心承办 ，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越南等国

的 ６０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收录论文 ８０

多篇 。与会代表就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中应用植

物信息化合物和植物杀虫化合物的原理和研究进

展 、植物信息化合物和植物杀虫化合物在作物 、

果树 、蔬菜和林业等害虫综合防治中的应用等进

行了交流 。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处综合科 　杨 　征）

广东工业大学

【科研经费】 　广东工业大学 ２００６年实际到校经

费１０ １１６万元 ，比 ２００５年８ ９９７万元增长 １２畅４％ ，

再创历史新高 ，实现到校经费超过亿元大关目

标 。广东工业大学新成立的华南工业设计院到校

科技经费１ ００２万元 ，成为广东工业大学到校科技

经费增长新亮点 。

广东工业大学建设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 ２００６

年科研项目到校科研经费超过１ ０００万元 。建设学

１９高等院校科技创新



院 ２００６年科研项目到校科研经费达１ ６０５万元 ，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９畅４％ ，连续两年超过１ ０００万元 。

机电工程学院 ２００６ 年科研项目到校科研经费

１ ３０４万元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３畅８％ ，连续三年超过

１ ０００万元 。

【科技项目】 　 ２００６年广东工业大学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共 １９项 ，资助金额达

到 ４２５万元 ，获资助项目数刷新了历史最高水平

的 ２００５年 ，比之增长了 ９０％ ，资助金额增长了

１２７畅３％ ，资助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０畅６％ 提高到

１９畅４％ 。

该校 ２００６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资助项目 ，呈现学科分布拓宽的显著特点 ：

数理科学部 ２项 ，化学科学部 ３项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８项 ，信息科学部 ３项 ，管理科学部 ３项 。

机械学科继续保持较强的优势 ，其他学科进步喜

人 。

广东工业大学在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

突破项目招标中 ，共有 １１个项目中标 ，较 ２００４

年的 ５项和 ２００５年的 ３项均有显著增长 。在中标

的 １１个项目中 ，有广东省科技厅 ５项 ，广东省

经贸委 １项 ，东莞市 （东莞专项） ４项 ，佛山市

（佛山专项） １项 ；研究领域涉及信息与通讯 、精

密制造技术及产品 、新能源与资源环保 、精密装

备制造及模具 、先进制造及装备 。

【产学研合作】 　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是由广东

工业大学投资 、东莞市政府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

经广东省科技厅 、教育厅批准办理正式注册的法

人实体 ，２００６年正式开业 。该院是华南地区高校

和政府合作成立的首家工业设计院 ，其目的在于

搭建一个设计创新的公共平台 。借助这个公共平

台 ，聚集国内外优质设计资源 ，通过设计服务 、

设计咨询 、产品开发与孵化 、相关的技术服务 ，

促进东莞 、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产品设计创新和

品牌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广东华

南工业设计院挂牌成立当年 ，到校科技经费达到

１ ００２万元 ，成为广东工业大学到校科技经费增长

新亮点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教育厅 “资源综合利用与清

洁生产” 科研重点实验室批准建设 ，使依托该校

建设的 “广东省高校重点科研实验室” 数量达到

５个 。

香港电子业商会陈其镳教授在广东工业大学

设立 “新进科技基金” ，重点鼓励 、支持和资助

广东工业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科技创新活

动 。 ２００６年广东工业大学和企业合作建立 ６个产

学研基地 。

广东工业大学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６年

该校与企业合作建立 ６个产学研基地 ，与番禺厂

商会成立产学研基地 ，与中山市科技局合作筹建

工程技术研究院 ，组团访问新进科技集团设立东

莞市塘厦镇的工厂 ，与中山明阳电器合作洽谈 ，

参加深圳高交会 、珠洽会 、高要科技合作洽谈 ，

针对云浮市不锈钢加工产业与新兴县万事泰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产学研基地等 。

【科技成果】 　 ２００６年广东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获

省部级以上奖励达到 ８项 ，获奖数量比 ２００５年

增加 ２项 。全校发表论文１ ７７９篇 ，其中在国外期

刊上发表论文 １７０篇 。论文被 SCI收录 ８４篇 ，EI
收录 １５５篇 ， ISTP收录 ８０篇 。

【知识产权】 　 ２００６年授权专利 ２７项 ，其中 ，发

明专利 ７项 ，比 ２００５年增加 ４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项 ；申请专利达到 ６８项 ，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４６项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２２项 ，申请发明专利

项数占总申请专利项数的 ６８％ 。

（广东工业大学科技处）

汕 头 大 学

２００６年 ，汕头大学 “十五” “２１１工程” 建

设通过了广东省主管部门组织的整体验收 ，同年

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

优秀 。

【科研项目】 　 ２００６年 ，汕头大学的科研立项经

费达到历史最佳水平 ，达到２ １２６畅６７万元 ，其中

纵向科研项目立项经费 １ ５８５畅３万元 ，同比增长

３４％ ；横向科研项目立项经费 ５４１畅３７万元 ，同比

增长 １４０％ 。 ２００６年 ，该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３１项 ，资助率达 ２２畅９％ ，项目经费 ８１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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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资助经费再创历史新高 ，在广东省高校中位

居前列 ，获资助的面上项目数和资助经费分别比

历史最高纪录的 ２０ 项 （２００２ 年） 和 ３９２ 万元

（２００５年） 增长 ５５％ 和 １０８畅７％ 。

【科研成果】 　 据中国科技信息分析中心统计 ，

２００６年汕头大学共有 １４９ 篇科技论文被 SCI收
录 ，８１篇被 EI收录 ， ２７篇被 ISTP收录 。伴随

数量增长的同时 ，该校高水平论文的总体质量也

得到了迅速提升 ，被 SCI收录论文的平均影响因
子也迅速提高 ，部分论文的影响因子高达 １０以

上 。医学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等学科的教

师也连续在中科院期刊目录中列 “顶级” （Top ）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一批学术论文 ，这些高水平论

文的发表扩大了该校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也

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

２００６年汕头大学共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４

项 ，其中二等奖 ２项 ，三等奖 ２项 ；获汕头市科

学技术奖 １１项 ，其中一等奖 ３项 、二等奖 ５项 、

三等奖 ３项 。

２００６年汕头大学共申请专利 １４项 ，均为发

明专利 ；获得专利授权 ７项 ，专利授权量为 ２００５

年的 ３畅５倍 。

【学术交流】 　 ２００６年 ，汕头大学多次主办或承

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如 “嵌入式系统国际研讨

会” “计算机辅助调查报道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文化 、社会和历史语境下的亚裔美

国文学国际会议” 等 。 澳洲中昆士兰大学

（CQU ） Alan Knight 教授 、 美国密苏里大学的

Mike Mckean教授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执

行官西格 ·基塞勒 （Sig Gissler） 教授等一批国
外著名学者也应邀来校访问并做学术报告 。

【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 ，汕头大学在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 、推进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 。

６月 ８日 ，汕头大学与汕头市金平区共同组

建 ，汕头市科技局和华中科技大学扶持建设的汕

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以下简称研究院） 正式成

立 。 １２月 ２０日研究院被批准为广东省重点产业

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科技厅下达首期建设资金

３００万元 。自成立以来 ，研究院围绕 “立足粤东 ，

辐射广东 ，为轻工装备行业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升

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的工作目标 ，积极实施建

设方案 ，在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引进 、行业技术

需求调研论证 、制度建设 、企业合作模式选择和

企业合作研发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调研工作 ，并出台 枟轻工装备技术需

求调查报告枠 （第一阶段） ，编写完成 枟汕头轻工

装备研究院规章制度汇编枠 。该院在申报国家 、

省级各类科研项目中取得显著进展 ，在 ２００６年

启动的首批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中 ，顾佩华教授

主持的 “轻工装备的可适应设计创新平台” 项目

获得 ４０万元的资助 ；同时与汕头华鹰软包装设

备总厂 、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 、金海湾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达成科研合作协议 ，开展

全面的科研合作 。

（汕头大学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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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科技创新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以下

简称 “两院”） 实行两块牌子一套院级领导班子

和管理机构的管理体制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是

中国科学院在广州地区的派出机构 ，负责联系中

国科学院在粤湘两省的 ９个科研机构 ，即南海海

洋研究所 、广州能源研究所 、华南植物园 、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湖南

长沙）、广州化学研究所 （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由中国科学院 、广

东省和广州市共建） 以及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由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共建）。广东省科学院是

广东省直属科研机构 ，管理省属的 ７个单位 ，即

广州地理研究所 、省微生物研究所 、省昆虫研究

所 、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院自

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省科技图书馆和省科技职业

技术学校 。

２００６年 ，两院拥有科研人员 、专业和技术干

部２ ７７７人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９名 （含兼职）、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含兼职） １１名 、俄罗斯外籍院

士 １名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４ 名 （含兼职）、

博士生导师 １１０ 名 、具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

７３１名 ；拥有硕士培养点 ２８个 、博士培养点 １５

个 ，在读硕士研究生１ ５１７名 、博士研究生 ７６８

名 ；建成博士后流动站 ４个 ，在站博士后 ５９名 。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个 、中科院重点实验室 ５

个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１１个 、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１ 个 、广东省公共实验室 ４个 ；野外工作台站

１７个 ，其中国家重点野外工作台站 ２个 。

两院根据学科优势和社会发展需求 ，把热带

海洋资源 、环境与生物 ，热带 、亚热带植物 、动

物与微生物 ，华南生态建设 、污染治理与可持续

发展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新材料 ，新药物 ，

信息工程与技术 ，热带亚热带区域农业等八大研

究领域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

【科研项目与科技创新】 　

科研项目 　 ２００６ 年 ，共执行科研课题 （活

动） １ ４１５项 ，课题总经费约 ６畅９９亿元 。

在所执行的课题 （活动） 中 ，按课题性质统

计 ：基础研究 （含基础数据积累） ４１７项 ；应用

研究 （含应用基础研究） ７６７项 ，试验发展课题

１６９项 。

按课题来源途径统计 ：承担国家课题 ２９２

项 ，其中 “９７３” 计划 ４１项 ， “８６３” 计划 １３项 ，

国家攻关项目 １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２５项 ；

部级课题 １７０项 ，其中中国科学院创新特别支持

项目 ７２项 ，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 ６项 ；省级课

题 ４１１项 ，其中广东省重大专项 １６项 ，省自然科

学基金 １０９项 ，省重点攻关 ２４３项 ；广州市课题

１１０项 ；国际合作项目 ３６项 ；军工项目 ２项 ；企

业委托项目 １９９项 。

２００６年 ，当年新增科研项目 ８０３项 ，其中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资助 １０８ 项

（重点项目 ８项） ，总额为４ ２３９万元 ，项目资助总

额名列广东省前三名 ，３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或国家青年基金海外基金 。

成果与专利 　 ２００６ 年 ，取得科技成果 １０５

项 ，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的 ４５项 。发

表论文１ ３８２篇 （SCI 收录 ４１０ 篇 ，在 SCIENCE
发表 １ 篇） 。出版专著 ２１种 ，共 ６４７万字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１项 ；国家环境

保护科技奖 １ 项 ；省级科技成果奖励 １６项 ，其

中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４ 项 、二等奖 ４

项 、三等奖 ５ 项 ，湖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１

项 ；广州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１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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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 ，两院共申请专利 １７０件 ，其中发明

专利 １４７件 ；授权专利 ９５件 ，其中发明专利 ７６

件 。据 ２００６年统计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发明专利授

权量居前十位的科研院所中 ，第一至第六名均为

两院研究所 。年内 ，广州化学研究所被确认为第

三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

２００６年内 ，两院自行实施专利 ７１项 ，转让

或许可实施专利 ４９项 ；历年专利实施以来 ，在

２００６年产生的年度直接效益 １畅２６亿元 ，间接效

益累积 ４亿元 ；成果自行实施 １２１项 ，转让或合

作开发 ４６项 ；历年成果实施以来 ，在 ２００６年产

生的年度直接效益 １畅８亿元 ，间接效益累计 ２畅４

亿元 。全年技工贸总收入 １１畅６亿元 。

【国际科技合作与外事活动】 　 ２００６年 ，接待 ４１

个国家和地区来访的科技界人士 ３１１批 ８９０人次 ，

派出到 ３０个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 、参加科技展

览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的科技人员共 １４１批

２１７人次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９４批 １８１人次 ，签

署的国际科技合作协议 １６项 ，主持召开的国际

学术会议 １７次 。

【重点实验室 、野外台站的建设】 　 ２００６年 ，南

海海洋研究所 “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

验室” 获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 ； “广东省野生动

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 和 “广东省现代控制

与光电技术公共实验室” 获广东省批准立项 。继

省昆虫所与海丰林业局联合建立 “海丰黑脸琵鹭

自然保护区” 后 ，省土壤所也在翁源建立了 “污

染土壤改良预修复工程” 野外工作台站 。在广东

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两院 ９ 个省重点实验室进行

评估中 ，３ 个被评为优秀 ，３个评为良好 ，３个为

合格 。

【２００６年新开展的部分科研项目简介】 　 枟ST０８
区块水体环境调查与研究枠 、 枟WY１０区块海岛海
岸带遥感调查与研究枠 和 枟广东省 ９０８水体环境

调查枠 等 ６个专题是由南海海洋所启动的国家和

省 “９０８” 专项 。 “９０８” 专项是我国一项重大海

洋基础工程 。 这 ６ 个专题属于国家和广东省

“９０８” 海洋调查专项的组成部分 。通过 “９０８”

专项的实施 ，获得系统 、全面的近海海洋数据资

料 ，对我国近海海域资源环境总体状况做出科学

的评价 ，为制定国家海洋宏观政策 、合理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提高海洋行政

管理水平 、推动沿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建设

强大海上国防提供科学依据 。

２００６年 ST０８区块水体环境调查与研究已顺
利完成了夏季航次的海上调查 ，其他调查与评价

专题也正在按计划进行中 。

枟太阳能光热转换纳米复合薄膜制备工艺及

其产业化枠 是由广州能源所中标的 ２００６年粤港

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该项目拟通过多靶磁控

溅射方法 ，制备金属纳米粒子嵌入于氧化物母体

中的复合薄膜 。该复合薄膜适合于太阳能平板集

热器吸热涂层的产业化应用 ，可弃用高昂铜材而

直接在铝板基材上制备 。该吸热板芯可作为建筑

屋顶和墙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现光热利用与建

筑集成 。通过技术研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磁控溅

射卷绕镀膜中试生产线 ，实现吸热板芯规模化生

产 ，为我国平板太阳能集热器高效无污染生产和

在节能建筑上的大规模应用作出典范 。

枟微型能源系统枠 由广州能源所承担 ，概念

是将一个完整的发电厂集成到一个毫升级的体积

内 ，关键部件的特征尺寸在微米级 。微能源系统

可代替锂离子电池 ，也可作为动力输出 ，为微型

飞行器和微电子机械系统提供动力 ，其应用前景

十分广阔 。广州能源所利用这一概念进行了微燃

烧／透平发电机的设计 、微尺度燃烧室的开发和

实验研究以及微燃烧／透平发电机的系统集成和

性能测试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进行了微燃烧／

透平发电机的系统集成 ，成功实现了微燃烧／透

平发电机的稳定运转 ，研制出基于燃烧／透平的

微能源发电系统样机 。

枟印制电路覆铜板用具耐热无卤阻燃等高性

能环氧基料的研制枠 是由广州化学所执行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主要研究在覆铜

板制造用环氧基料分子链中引入含具增韧 、提高

耐热性等作用的功能性和活性基团的有机硅 ，具

绿色阻燃功能的有机磷化合物 ，以克服环氧材料

在制造覆铜板用途中出现的脆性大 、耐热性低和

非绿色阻燃等弱点 ，从而制备出综合性能符合覆

铜板制造用要求的新一代环氧基料 。

枟电路板组件组装过程中的光学检测设备枠

是由广州电子所中标的广东省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招标项目 。自动光学检测 （AOI） 检测分辨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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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微米级甚至纳米级的尺寸 。该项目研发的

AOI设备能对 PCB组件生产过程中的缺陷进行
二维和三维检测 ，精度高达 ５微米 ，平均每个检

测点的检测时间小于 １５毫秒 。该项目研发的设

备除了可以满足目前日益增长的电子装备市场需

求外 ，还将带动电子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加速电

子信息产业的产品结构调整 。

枟喀斯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优化和综合调

控枠 是由亚热带农业生态所执行的 “９７３” 课题 ，

目的是建立喀斯特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评价

指标体系与方法 ，完成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分析与评估 ；探讨区域人地矛盾协调机制 ，揭示

不同生态功能区域的土地利用优化模式 ；提出喀

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机制与综合调控途

径 ，为区域生态建设规划与生态系统调控提供科

学基础 。

枟现代畜禽健康养殖关键技术与农牧生态经

济循环模式研究枠 是亚热带农业生态所执行的中

科院重要方向项目 。该项目围绕以饲料与饲料添

加剂为核心的畜禽产品安全 、以畜禽环境参数与

环境应激为核心的畜产品品质和以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与养殖环境公害为核心的农牧生态经济循环

模式等三个与健康养殖密切关联的重大科学技术

问题展开研究 ，为逐步建立现代畜禽规模化高效

健康养殖体系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

枟华南地区特种疾病相关胚胎干细胞库的建

立枠 是由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院承担的项目 。该

项目采用 “人的体细胞克隆” 作为核心技术 ，计

划通过 ５年的努力不断完善和优化干细胞培养方

法和体系 ，制定标准化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体

系 ，收集华南地区目前所有的胚胎干细胞系 ，完

善干细胞库的各项硬件和软件 ，为建设国际一流

的干细胞库奠定重要基础 。开展体细胞克隆制造

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建立人体细胞克隆的技术

平台 ，积极探索体细胞克隆制造人类胚胎干细胞

的方法 。

枟微生物转化污泥制备生物杀虫剂的基础研

究枠 是由广东生态环境与土壤所执行的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采用城市污泥作为发酵原

料 ，降低了杀虫剂的成本 ，为城市污泥的资源化

处置提供了崭新的途径 。一年来 ，项目进行了微

生物杀虫剂有效菌株的筛选 、菌株的生长代谢特

性研究 、杀虫毒素蛋白的提取 、四种剂型微生物

杀虫剂的研制等工作 ，基本达到预期的研究目

标 ，并申请发明专利 ３项 。

枟基于 RFID鸸鹋精细养殖技术研究枠 是由自

动化中心承担的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项目 。项目将射频识别 （RFID） 技术 、计算机技

术及养殖优化技术相结合 ，进行鸸鹋精细养殖综

合技术的研究 ，改善鸸鹋养殖的生产管理方式 ，

提高养殖的质量和效益 。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精细养殖技术和产品 ，推动国内精细养殖的

研究和应用 。

【２００６年取得重大进展的科研项目简介】 　

承担单位 ：华南植物园 　

枟我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与

反馈的样带研究枠 是中国科学院交叉型方向项

目 。该项目首次将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植被生态

系统区分进行模拟 。模拟结果显示 ，生态系统的

净初级生产力 NPP由东到北 、从南至西逐步下

降 ，农业 NPP比自然植被生态系统要低 。发现

气候不一定是东北样地区出现的沙漠化的关键因

子 ，而社会经济因子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因素 。

证实热带沿海极度退化地生态恢复必须首先克服

物理条件阀值 、生物多样性水平与景观基底对植

物种源与定居过程的限制阀值 。项目深入研究了

FACE （Free Air CO２ Enrichment） 条件下水稻生
物量变化特征 ，为评估全球变暖对我国粮食生产

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 ２００６年度共发表文章 ２２篇 ，

SCI论文 １０篇 。

承担单位 ：南海海洋研究所 　

枟广西合浦海草床保护与管理示范枠 是联合

国环境署 （UNEP） ／全球环境基金项目 。该示范

区项目包括海草生境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四

方面内容 ，目标在于建立基于社区管理与政府管

理相结合的新型模式 ，以保护海草床生境与生物

多样性 ，并使海草床的资源得到合理与可持续利

用 。本研究可为我国海草床的研究 、保护 、管理

和合理利用提供宝贵经验 ，而且将为我国其他滨

海湿地恢复与管理提供借鉴 。示范区活动取得的

成功经验可在周边国家推广与应用 。

承担单位 ：广州能源所 　

枟生物质液化关键技术研究枠 是中科院开展

的知识创新方向性项目 。该项目从规模化生产生

物质液体燃料的总体目标出发 ，评价发展野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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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植物的可行性 ，解决固体生物质生产液体燃料

的关键技术 ，构建生物质直接液化工艺方案和固

体生物质间接液化工业示范方案 ，分析生物质液

体燃料的技术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和社会环境效

益 ，形成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质液体燃料

生产理论和技术 ，丰富我国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

的技术途径 ，为生产低成本生物质液体燃料提供

技术支撑 。

枟新型微通道自然循环电子冷却器的研究枠

是广州市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属于能源领域和信

息领域之间的交叉学科 。创新性地提出微通道自

然循环电子冷却器原理构想 ，实现了相变工质在

冷却器回路中自动循环 。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圆形

微冷凝器 ，解决了最终热量排放的关键问题 。该

项目率先实现了原理突破 ，解决了产业化制造过

程中的一系列工艺问题 ，而类似技术在美国目前

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 。

承担单位 ：广州化学研究所 　

枟植物生物质材料化学转化和高值化利用研

究枠 是广东省基金团队项目 。该项目以广东省丰

富的甘蔗渣 、麦草 、秸杆 、速生材和药用植物为

研究对象 ，利用物理 、化学转化的方法 ，将这些

植物原料转化成功能材料或 “非石油依赖型” 化

工 、能源原材料 ，替代传统的塑料材料 、石油化

工及能源原料 。研究植物生物质材料化学改性 、

热化学降解液化的途径和转化机理 ，研究植物生

物质洁净高效转化的途径和机理 ，研究植物生物

质材料转化过程技术和工艺 ，研究制备环境友好

生物质材料的技术 ，并促进产业化 。

承担单位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枟亚热带农业生态圈生物过程驱动的碳氮磷

循环研究枠 目的是建立农业生态圈碳氮磷转化与

循环的定量方法体系 。已取得了以下阶段性成

果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土壤碳氮磷微生物转化过

程和基于景观单元碳氮磷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体

系 ；阐明了亚热带三大类型区土壤有机碳 、氮 、

磷空间分布特点与主控因子 ；明确了土壤微生物

对提高红壤氮 、磷有效性的作用机理 ；阐明了亚

热带丘陵低产红壤的培肥机理 ；自主建立农业生

态系统碳氮循环模型 ；建立了亚热带农业生态系

统碳氮磷循环与调控数据库 。

枟杂交稻亲本耐逆境分子聚合育种研究枠 取

得如下进展 ：１畅 抗稻瘟病超级杂交稻亲本培育 ，

获得了 ７个高抗株系 ；２畅 除草剂 、抗虫基因的聚

合 ：选出了 ２０个既抗除草剂又抗虫的株系 ； ３畅

抗虫 、耐旱基因的聚合 ：筛选含 NAS和 Bt基因
的单株带往海南种植 ；４畅 耐涝 、苯达森敏感和温

敏核不育基因的聚合 ：获得了矮秆 、耐淹 、具有

RM２１９标记的株系 ；随后获得了杂种 F１代 ；５畅

抗除草剂 、耐低磷转基因水稻培育 ：植酸酶基因

和分泌信号肽序列已经整合到水稻的基因组中 ，

转基因水稻种子及茎叶中的无机磷含量均较未转

化植株有显著的提高 ，且具有除草剂抗性 。

承担单位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枟流感 （禽流感） 病毒抗药分子机理及新型

药物合理设计研究枠 目的是阐明禽流感病毒的抗

药性机理 ，为新一代抗流感药物的创新研发提供

理论依据和基础 。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 ，流感与

禽流感病毒蛋白 NA 、 M２ 的原核 、酵母 、昆虫 、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载体已构建完成 ，高表达株筛

选工作 、蛋白质分离纯化条件优化正在进行 ，已

经取得初步结果 ；成功地完成了奥司他韦等的产

业化仿制研究 ；根据 NA 的晶体结构和 M２计算
机模拟信息等已开始小分子化合物抑制剂的设计

合成 ，并得到了一些小分子化合物 ；已建立野生

型 M２离子通道蛋白的哺乳动物细胞 HEK２９３诱
导表达模型和 NA 抑制剂的筛选方法 ，已开始

M２离子通道阻断剂和 NA 抑制剂化合物的活性
分析 ；蛋白质分子的晶体培养的高通量筛选平台

已初步建立 。

枟分选蛋白 SNX对 EGFR转运调控机制的影
响枠 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 EGFR是目前最重要的
肿瘤药物靶标之一 。该课题研究蛋白家族 ———

SNXs对 EGFR转运 、降解过程的影响 。已经筛

选出多个能够影响 EGFR的降解过程的 SNX成
员 ，同时通过对 SNX 细胞定位情况的研究 ，鉴

定出与 EGFR 存在共定位 ，影响 EGFR 内吞的
SNX 。在 Journal o f Biological Chemistry 上发表
论文一篇 ，该论文相关的图片被遴选为该期杂志

的封面 ，也是该院建院以来的研究成果首次登上

该杂志封面 。

枟利用 CHMIS‐C开发蛋白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作为抗肿瘤药物枠 课题进展顺利 。蛋白酪氨酸激

酶 （PTKs） 是与癌症密切相关的信号传导调节
因子 ，实践证明它们是抗肿瘤药物开发的有效靶

点 。该项目将以 “抗肿瘤中草药信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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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IS‐C） 为依托 ，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蛋白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为新型抗肿瘤药物 。已从传

统抗肿瘤中药中确定了一类结构新颖的生物碱类

化合物作为先导化合物开发新型蛋白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 ，并已完成化合物骨架的不对称合成和计

算机模拟试验 。

承担单位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枟芳香类污染物的生物脱色降解和脱毒研究枠

已取得良好的进展和效果 ：解决了印染染料和染

色芳香类污染物的生物脱色和脱毒共性问题及难

点问题 ，建立并应用污水处理生物的环境生物工

程前沿技术 ，分离纯化了国际上唯一报道的 、能

对孔雀石绿和结晶紫等三苯基甲烷类染料高效脱

色和脱毒的细菌氧化酶 TpmD ，并发现了该酶的

染料脱色降解途径 。课题在广州市大田山解决了

垃圾渗滤液处理场的氨氮和 COD长期不能达标
排放的状况 ，并使广州李坑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

理工程提高了处理效率 ，使 ２ 个 １０００m３／d ―
２０００m３／d处理量的印染废水处理工程达标 。

承担单位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枟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研究枠 是省昆虫所开展

灵长类实验动物品系开发和繁育生物学等研究 ，

开发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繁育技术 ，对动物实验条

件进行改造 ，使公共实验室有关灵长类实验动物

和动物实验方面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化基础 。通过

专家论证并由省科技厅立项建立 “广东省灵长类

实验动物重要基地” 。开展了利用饵料昆虫 （家

蝇和白蚁等） 饲养品牌家禽研究 ，进行了大量的

实验阶段工作 ，业已取得了应用性进展 ，与广州

江丰集团合作进入小规模生产应用 。

枟有害生物监控研究枠 是国家农业成果转化

项目 ，其中 ，入侵植物 ———薇甘菊综合治理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研究基础和积累为国内外同

行所瞩目 。围绕入侵害虫 ———红火蚁防控的研

究 ，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开发出防控药剂 ；对珠江

口两岸景观格局 －过程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揭

示该地区景观动态变化的自然和人为动力机制 ，

为区域景观生态优化设计 、资源环境保护利用提

供新的思路和科学方法 。目前取得较好的研究进

展 ，完成了典型区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分析 。

承担单位 ：广东省生态环境土壤研究所 　

枟广东省高速公路路面径流污染及其控制研

究枠 是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专项 ，已获得了系列

路面径流数据 ，并初步探明了路面径流污染特

性 ，对路面扩散源污染研究的量化与模拟进行了

初步探讨 。对路面径流直接影响区域土壤污染问

题进行了初步调查 ，分析 、预测路面径流污染对

道路周边土壤的污染风险 。

枟典型有机污染农业土壤的铁氧化物光催化

修复机理枠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通过两年

的研究 ，在铁氧化物对 PAHs光化学降解及其机
理 、铁氧化物界面有机氯转化的微生物 —化学耦

合过程 、锰氧化物界面有机污染物的氧化动力学

与热力学等方面取得良好结果 ，将拓展光催化技

术的研究领域与应用范围 ，为农业土壤有机污染

修复提供新的途径 ，具有重要的科学与技术意义

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项目发表论文 ７篇 ，其中 ６

篇被 SCI收录 。

承担单位 ：广州地理研究所 　

枟南海北部陆架连续大断面的古岸线及环境

事件研究枠 目的是探寻古海岸变迁及相关环境事

件的直接证据 ，重建末次盛冰期以来南海北部大

陆架的海平面变化历史 。项目采集了横贯南海北

部陆架和陆坡的 １６４个钻孔和 １４００公里的物探剖

面 ，采用了多种手段进行分析测试 。已取得的主

要成果有 ：１畅 发现了多种指示海平面变化和海岸

变迁的沉积相 ；２畅 发现海平面有过多次快速跳

跃 ；３畅 建立了海平面 —地层关系模型 。

承担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枟基于嵌入式 Ethernet 技术的智能家电控制
主板自动测试系统枠 是应用虚拟检测技术 、软件

复用技术 、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以及故障诊断技术

组成的综合智能检测系统 。其特点是 ：系统能够

提供一个自动测试平台 ，它既能实现产品的基本

测试功能 ，又能根据企业的特殊需求实时添加新

的功能 ；既可以完成产品的自动测试流程 ，又能

根据用户自己的特点和要求 ，灵活地编制工艺测

试流程并自动生成程序代码 ，还可以实现通用编

程语言的接口调用 。该系统已获得专利 １项 、软

件版权 １项 。

此外 ，２００６年取得重大进展的科研项目还包

括由华南植物园负责编纂 、 枟广东植物志枠 枟香港

植物志枠 枟澳门植物志枠 ，广州能源所负责的 枟生

物柴油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的研究枠 ，广州电子

所负责的 枟智能化 LED在线测试分选设备枠 ，省

昆虫所负责的 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恢复研究枠 ，

８９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省生态环境土壤所负责的 枟沙田柚优质高效生产

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枠 ，广州地理所负责的 枟广东

省大中型水库泥沙淤积防治技术研究枠 和 枟电磁

环境监测评估分析系统研究枠 。

【部分重要成果简介】 　

承担单位 ：华南植物园 　

枟南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 C 循环研究枠

是中国科学院方向项目 ，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 ：

开展森林水文学过程中 C的迁移 、流失和沉积研

究 ，有望为 “C失汇” 之谜提供新的解释 ；显示

了热带亚热带森林随着正向演替的进行 ，森林土

壤有机 C的积累增加 ，可为热带亚热带成熟森林

对缓解全球 CO２ 浓度升高作用的争议提供新的依

据 ；探明了南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结

构 ；初步确定了典型森林大气 —土壤间的 CO２ 通

量及其特征 ；在凋落物长期监测和土壤 CO２ 通量

监测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南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

统 NPP的反演 ；构建南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

统碳 、水研究的数据库和研究平台 ，实现了对南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NEE的模拟 。

SCIENCE刊登华南植物园重要发现 ：成熟

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 。经典生态学理论认

为与非成熟森林相比 ，成熟森林作为碳汇的功能

较弱 ，甚至接近于零 。然而 ，华南植物园最新研

究成果表明 ，在过去 ２５年间 ，成熟森林在地上

部分净生产力几乎为零的情况下 ，土壤持续积累

有机碳 ，表现出强大的碳汇功能 。这一成果引起

了广大生态学家的密切关注以及众多国内外读者

及媒体的极大兴趣 。可以预见 ，这一重大发现将

可能从理论和方法上对全球碳循环研究产生深远

影响 ，也可能为我国履行 枟京都协议书枠 、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重大理论依据 。

枟兰花种质资源收集 、新种质的创制和开发

利用枠 是中国科学院方向项目 ，现取得了如下主

要成果 ：新收集兰科植物资源原生种 （含变种）

４２０种 ，杂交种 １６６种 ，多为重要观赏兰属资源 ；

通过人工授粉 ，获得 ２００多种兰花原种的成熟果

实 ；通过栽培观察 ，从原生种种质资源中选出了

１６种具有重大观赏价值的兰花 ；新品种培育进展

顺利 ，在杂交育种方面 ，已配制各种兰花组合

４００多个 ；试管开花技术初步成功 ；拖鞋兰的共

生真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已在 CSCD刊物上发

表了论文 ２５篇 ，在 SCI刊物上发表 ５篇 ；已申报

了国家发明专利 １４项 ，其中 ４项已授权 。

承担单位 ：广州化学研究所 　

枟生物质洁净转化和利用中的绿色化学研究枠

被验收专家认为是一项兼具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研究项目 。研究实现了纤维素和木质素在

较温和条件下的降解 ；解决了纤维素和木质素改

性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工艺问题 ；成功制备了以

甘蔗渣为原料的聚氨酯泡沫材料和性能优越的木

塑复合材料 。项目执行以来 ，发表 SCI论文 ４３

篇 ，EI论文 １７篇 ，申请专利 １４项 。

枟锂离子电池隔膜枠 是广州市和广东省科技

攻关项目 ，已通过鉴定 。项目掌握了锂离子电池

隔膜的制备技术 ，完成了一套年产 ２０万平方米

锂离子电池隔膜的中试生产线的设计与建设 ，优

化了中试工艺条件 ，并成功进行了中试 ，产品质

量稳定 。获得了符合锂离子电池隔膜要求的结构

与性能 ，重点解决了聚烯烃硬弹性结构的控制 ，

硬弹性聚烯烃的连续拉伸工艺与技术问题 。聚合

物胶体电解质的工艺配方及其与隔膜的复合技术

问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已获 ２项授权发明专

利 。中试产品性能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

平 ，产业化进展顺利 。

承担单位 ：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枟激光固化快速成型设备研制枠 是广州市重

点科技攻关项目 。激光固化快速成型 （SLA） 是
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光 、机 、电 、算 、化 、

材料等多学科知识的新兴技术 。该项目目的是提

高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 ，减少设备中光机电系统

引起的畸变失真 ；利用自主开发的有预补偿功能

的预处理软件 ，减少固化成型过程中零件原型的

变形 ，提高其精度 。 ２００６年 ６月形成样机 ，多项

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

承担单位 ：南海海洋研究所 　

枟热带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利用技术枠 成果

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鉴定 。项目提取鉴定了

近 ９００个热带海洋生物化合物 ，其中 １１９个为国

际上首次发现的结构新颖的化合物 ；筛选出了 ２１

个抗老年痴呆症 、抗肿瘤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

活性化合物 。主要创新点为 ： １畅 创造了 １５００―

８５００分子量范围的珍珠氨基甙制取技术 ； ２畅 建

立海洋生物反渗式柱 －膜联用脱腥脱毒技术 ；３畅

建立 ６― ９个单糖构成的甲壳素氨基寡糖制备技

９９科研院所科技创新



术 。研发了 １ 个国药准号新药 “海珠口服液” ，

完成了国药准号药品 “海宝牌珍珠明目滴眼液”

的技术改造 ，开发了 ５个系列的珍珠化妆品 ，国

家级保健品 “海能冲剂” 和镇静催眠作用的 “舒

尔酣美眠口服液” 。发表论著 １００篇 ，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 ４５篇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２６项 ，获授

权专利 １４项 ；获得经济效益 ２５亿元 ，新增利税

４畅５亿元 。

枟全新世特征时期年际 —年代际气候变化的

南海珊瑚记录枠 是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已取得了

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１畅 共发表论文 ５２篇 ；

２畅 建立了南海几大主要珊瑚礁区的 δ１８O 和 Sr／
Ca温度计 ，为珊瑚高分辨率古气候的重建和解

释提供了重要线索 ；３畅 发现全新世高温期存在多

次大幅度的冬季降温事件 ，为传统的全新世大暖

期气候稳定暖湿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见解 ；４畅 重建

了 ６８００年以来的高分辨率的海温变化过程 ；５畅

重建了南海南部近 １０００年来的强风暴历史 ；６畅

建立了国际上最好的珊瑚礁泻湖柱状沉积物的年

代序列 ；７畅 首次发现了历史时期珊瑚礁白化的证

据 ，提出低温导致珊瑚礁冷白化― Cold bleaching
的新概念 ；８畅 在国际上最早提出红树林的树轮是

年轮 ，并成功探索了红树林树轮 δ１３C ，微量元素

和铅同位素等在记录海平面变化和人类活动等方

面的功能 。

枟晚第四纪中国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中的海

洋古环境特征枠 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

目 ，取得的研究成果有 ：１畅 建立了珊瑚记录的南

海南部和北部全新世特征时段的高分辨率气候特

征环境要素的演变序列 ；２畅 建立了南海南部近

１ ０００万年来不同时间尺度的古海洋沉积序列 ；３畅

建立了西太平洋边界流区的晚更新世古海洋高分

辨率沉积序列 ；４畅 发现在中全新世高温期东亚冬

季风变化引起南海的明显冷气候事件 。该项目发

表了研究论文 ７７篇 ，其中 SCI刊物 ２６篇 ，EI论
文 ３篇 。

枟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暖水与海气相互作

用枠 取得了如下成果 ： １畅 首次发现南沙附近的

Sulu海和 Celebes海存在障碍层 ；２畅 发现了南海

南部冬季的冷舌 ，形成冷舌年际变化的新观点 ；

３畅 模拟了南海暖水季节变化 ；４畅 揭示了边界截

获 Kelvin波和源于东边界的西传 Rossby 波在南
海海盆尺度环流态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５畅 揭

示了南海南部由春季环流趋势向夏季环流趋势转

变 ；６畅 发现南海暖事件的发生对应了热带太平洋

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 。

承担单位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枟丘陵茶园茶叶优质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

与应用枠 成果整体上居同类研究的国际先进水

平 。 １畅 开发丘陵茶园茶叶优质安全高效生产技

术 ，并加以应用 ；２畅 建立了以稻草覆盖 、间种三

叶草和乔木 、遮阳网遮阴 、有机无机肥料配施 、

病虫害生态调控等关键技术为核心的茶叶优质安

全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研制开发了茶叶专用氨基

酸叶面肥 ；３畅 实施茶叶优质安全高效生产规程 ，

研制开发出白露毛尖茶 、 γ‐氨基丁酸茶 ；４畅 技术

成熟度高 ，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 。

承担单位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枟呼吸道病原体系列检测试剂盒产业化枠 项

目完成了呼吸道常发病原体 A型流感病毒 、 B型
流感病毒 、腺病毒 、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肠道病

毒 、肺炎支原体等病原体荧光 PCR诊断试剂盒 、

IgM 检测试剂盒等 １０多个品种的研制工作 ，均

可进入临床考核和新药申报等产业化阶段 。其中

A型流感病毒和 B型流感病毒荧光 PCR检测试
剂盒已申报国家 I类新药 。完成了 A型流感病毒
抗原通用型 ELISA试剂盒研制工作 。

承担单位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枟丛枝菌根真菌提高植物抗青枯病的机制研

究枠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该成果在 AM 真
菌提高植物抗青枯病的机制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１畅 筛选到 １株对青枯病有拮抗作用的拮

抗细菌 ，防治番茄青枯病效果达 ８４畅４％ ；２畅 揭示

了 AM 真菌提高植物对青枯病抗性的部分内在机
制 ；３畅 提出 “AM 真菌系统性地提高植物抗病
性” 的机制 ； ４畅 采用 PCR‐DGGE分子生物学技
术 ，研究 AM 真菌对根际原有细菌群落结构和接
种青枯菌的影响 ；５畅 揭示出拮抗微生物与 AM
菌根真菌的协同关系 。

枟微生物数量抗干扰快速测定试剂盒的研制枠

自主创新性强 ：实现了小规模模拟自然环境的萤

火虫人工养殖和荧光素酶的提取纯化及精制技

术 ；获得灵敏度高 、性能较稳定的荧光素酶 ；研

制成功微生物数量抗干扰快速测定试剂盒 ，实现

了在检测样品中微生物含量低于 ATP 生物发光

００１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法检测灵敏度的情况下 ，微生物总数的快速测

定 ，检测所需时间仅为常规方法的 １／３ ― １／４ ，

检测灵敏度提高 ５― １０倍 ；可以检测 、评价肉

品新鲜度和质量 ；研制出抗干扰细菌 、真菌及大

肠菌群快速检测计数卡 ，方便野外取样及现场测

定 ，与常规方法的符合率达到 ９５％ 以上 。该成果

申请发明专利 ４项和实用新型 １项 。

承担单位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枟海南岛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枠 项目应用 ３S
技术 ，对海南岛的湿地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 ，第

一次测量出海南岛的湿地类型和面积 ，对各类湿

地的分布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对重点湿地开展了

包括植物 、底栖生物 、鱼类 、两栖类 、爬行类 、

鸟类和兽类等生物类群的全面调查和研究 。撰写

了 枟海南岛湿地枠 ，对红树林湿地 、珊瑚礁湿地 、

浅海湿地 、河流湿地 、水库湿地进行了重点研究

与阐述 ，为海南岛乃至全国的湿地资源保护 、监

测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承担单位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枟空气污染的催化 ———植物净化技术及产业

化枠 成果开发出具有高可见光和紫外光催化活性

的纳米二氧化钛溶胶产品 ，并形成了 ５００吨／年

规模的中试生产能力 ；通过掺杂铈 、镧等稀土离

子使二氧化钛溶胶的吸收光谱红移至 ４５０纳米 ，

有效地改善了可见光催化活性 ；通过组合二氧化

钛光催化技术与植物净化技术 ，提出了光催

化 ———植物空气净化及二氧化钛光催化防治农作

物真菌病害的新方法 。项目已制定了产品企业标

准并已在室内空气净化 、农作物真菌病害防治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规模的示范应用与推广 。

承担单位 ：广州地理研究所 　

枟珠江三角洲能见度的 MODIS遥感光谱特征
分析及时空规律研究枠 主要研究内容为 ：１畅 进行

大气能见度主要影响因子的特征分析 ，探讨不同

的大气环境 、气溶胶成分对辐射遥感影响的物理

机理和能量特性 ；２畅 探讨能见度影响因子的遥感

信息提取和定量分析 ；３畅 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大

气能见度遥感特征因子的时空分布规律 ，改善现

有能见度监测的精度和分辨率 ，实现对大气能见

度的定量化遥感监测 。项目发表论文 ５篇 ，建立

了较为完整的珠江三角洲能见度遥感动态监测研

究数据库及数据分析方法 ，研制 modis遥感反演
批处理软件 １套 ，申请技术专利 １项 。

枟广东省典型农作物标准波谱数据库建立与

应用示范枠 项目建立了一个华南典型地物波谱知

识库 ，为华南定量遥感理论和应用研究提供了一

个系统和专业化遥感科学实验平台 ，在地面光谱

测量 、航空和航天遥感数据之间架起了一个很好

的联系桥梁 。该成果提出了适合农作物数据挖掘

的归纳学习算法 ，开发了荔枝遥感分类的智能专

家分类器 ，建立的广东特色农作物标准波谱数据

库 ，为广东省特色农作物领域的农情快速决策提

供信息共享与交换平台 。该创新成果达到了国内

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为农业遥感应用技术提供较

好的应用范例 。

承担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枟智能化区域农村信息服务平台枠 由自动化

中心研制 ，已成功地在清远市示范应用 。该项目

采用当前家庭普遍已有的电视机作为信息显示设

备 ，实现农民使用遥控器在电视上浏览 、查询和

定制信息 。除提供区域政务 、新闻 、农情 、技

术 、娱乐 、个性化等信息外 ，还有个人信箱 、联

防报警等功能 。平台具有操作简单方便 、费用低

廉等特点 ，不仅解决了农村信息服务 “最后一公

里” 的问题 ，还实现了市 （县）、乡 （镇）、村三

级之间信息互动功能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

具有重要的意义 。

【获奖成果简介】 　

承担单位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枟珠江三角洲环境中毒害有机污染物研究枠

获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课题系统地

研究了包括港 、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中毒害

有机物的污染特征及控制途径 。研究揭示了伶仃

洋和珠江口地区污染物呈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 ，

发现珠江广州河段和澳门河口为两个毒害有机污

染物高风险区 ，在地表水中共检出 ３７种属于美

国 EPA优先控制毒害物质 ，揭示广泛存在的多

环芳烃 、卤代烃 、苯系物等毒害性有机污染物主

要来自机动车尾气等 。首次建立羰基化合物 ，包

括甲醛 、乙醛 、丙酮等单体化合物碳同位素分析

方法 。通过沉积钻孔记录研究 ，揭示了近 ５０年

来毒害有机污染物在上世纪 ９０年代存在高值时

段的历史演化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 、水土流失的

相关性 。证实土壤／沉积物中聚合有机质是导致

疏水性有机化合物非线性吸附的重要原因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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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应用 ２０多种分子标志物对大气 、水和沉积

物中毒害有机污染物进行迁移转化和来源追踪研

究 。利用电子束辐照技术降解氯苯和多环芳烃等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成功合成了具潜在应用价值

的纳米级复合氧化物光催化剂 。

发表论文 ３２１篇 ，其中 SCI期刊 １０２篇 ，成

果被 ４１种国际 SCI期刊他人引用 ４０３次 ，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各 １项 ，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项目负责人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

进步奖 。

枟中国东部大陆岩石圈地幔的形成与改造枠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主要取得

了以下重要成果 ：１畅 提出了华北岩石圈强烈减薄

的观点 ，并建立了减薄过程的多阶段演化模型 ；

２畅 发现华北东西部新生代玄武岩具有不同的演化

特征 ，揭示了岩石圈减薄东早西晚的时空演变特

征 ；３畅 从包体角度识别了地幔变压熔融机制 ，构

筑了中国东部新生代的地温梯度 ；４畅 厘定了单斜

辉石和橄榄石生成反应两个系列的地幔交代作

用 ；５畅 详细研究了橄榄岩包体的结构 ，平衡温度

和化学组成的相互关系 ，提供了地幔韧性剪切带

存在的岩石学证据 。上述认识对揭示中国东部岩

石圈多层圈相互作用 、大陆动力学过程及岩石圈

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也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部也因此成为克

拉通下岩石圈去根作用的典型而备受国际学术界

的关注 。

该项目发表论文 ７４篇 ，其中在国际 SCI论
文 ２５篇 ，国内 SCI论文 １１篇 ，主要成果被 SCI
论文他人正面引用 ７０２次 。

枟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价综

合研究枠 获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该研究运用多种技术对广东省水 、土地 、土壤等

资源质量和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监测评价 ，自主提

出 “水资源质量损失” “水资源承载力与可持续

度” “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绿色 GDP核算体系” “改进的现代化评价指标”

“相对资源承载力” “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和 “城镇化进程遥感监测评价指标” 等新概念与

计算模型 ，分别对本省及各地市全球变化的资源

环境效应和环境容量 、自然 －经济 －社会资源承

载力 、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 、绿色 GDP总量 、

现代化水平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镇化进程

与环境影响 、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动态研

究 、核算和评价 。

该项目已发表专著 ３ 部 、国际 SCI 论文 ４

篇 、国内论文 １００多篇 ，为各级领导和民众宣讲

报告 １５场以上 ，提交政府部门咨询报告和建议

２０多项 ，获专利 ５项 ，成果被全国政协和相关政

府部门多次采纳 。项目总体达到该领域国际先进

水平 。

承担单位 ：华南植物园 　

枟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 、氮 、水耦合

研究枠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主

要研究成果如下 ：１畅 阐明了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结构特征与调节水功能之间关系 ；２畅 分析了

热带亚热带不同演替阶段森林土壤中碳氮比值对

土壤中硝化作用速率和呼吸速率的影响和作用 ；

３畅 揭示了热带亚热带不同演替阶段森林生态系统

２０多年来其土壤有机碳含量及贮量动态变化规

律 ；４畅 模拟了在人为活动和全球变化情景下 ，热

带亚热带不同演替阶段森林生态系统碳氮状态的

变化规律和碳氮功能的位移趋势 ；５畅 建立了热带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水文学过程中碳氮的循环过

程模式 ；６畅 研究了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凋落

物在不同气候带的森林生态系统和同一气候带不

同海拔高度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氮循环相互相应

机理 。该项研究成果实践上可为生态公益林的营

造 、改善珠江三角洲季节性水资源分配等提供技

术依托 ，为广东省未来履行 枟京都议定书枠 、实

现有利于我国和本省的碳汇交易提供科学证据 。

研究提出了若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基础理

论 ，出版专著 ２本 ，发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３００余篇 ，其中 SCI刊物论文 ３２篇 ，EI期刊论文
１０篇 ，上述论文论著被 SCI论文引用 １７９篇次 。

承担单位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枟猪氮磷营养代谢调控及环境安全技术研究

与应用枠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主要取得以下重要成果 ：１畅 创建了由五种方法组

成的氮 、磷代谢评价新体系 ； ２畅 揭示了日粮氮 、

磷污染自然环境的成因 ，创建了提高日粮氮磷转

化率 、减排率和改善肉品质等关键技术 ，并且在

国际上率先克隆了氮 （氨基酸）、磷转运蛋白 ５

个载体基因 ；３畅 构建了环境安全型和资源节约型

技术体系 ；４畅 研制出 ５个系列 １５个环境安全型

新产品 ，累计新增产值１１５亿元 、创纯利 １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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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效益 ３８ 亿元 。向环境减少排放 １５ 万吨

氮 、 ８ ６００吨磷 ，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

境生态效益 。该项成果发表论文 １７６篇 （SCI ４９
篇） ，获专利 １ 项 ，申请 ４ 项 ，向 Genbank递交
基因序列 ５ 个 。成果促进我国养殖业向资源节

约 、环境安全 、生产高效型转变 ，有力地推动畜

牧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承担单位 ：广东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枟广东省土壤资源及其作物适宜性图谱研究枠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 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土壤学会二等奖 。该成果对广东省的 １３０多

种典型土壤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收集了代表

性剖面和景观图片 ５００余幅 ，完成了理化性质 、

性状 、生产利用性能的描述 ，数据容量 ５GB 。完
成全省 １ ∶ ２０万数字土壤数据库的建库工作 ，共

有空间记录３４ ５４８条 ，属性数据１３８ １９２条 ，数据

库容量 ２５０MB ；筛选 ECOCROP数据库 １７００多

种作物 ，选取其中的 ６４种进行适宜性评价 ；完

成广东省土壤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基于 WEBGIS
的土壤资源网络共享系统 。该成果可为广东省土

壤资源 、作物资源及作物种植规划进行系统自动

化管理提供保证 ，使区域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 。

承担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枟１００万 m３
／d 水厂生产自动化综合监控系

统枠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该系

统采用 “分布式控制 ，集中化管理” 的设计原

则 ，由信息层 、控制层和现场层三层组成 。该系

统针对规模大 、监控点数多 、控制复杂等情况 ，

在传统 DCS 系统三层结构上进行扩展 ，采用最

新的企业级分布式监控解决方案 ，应用多种通讯

技术 ，糅合多种工业总线 ，解决了固定和移动设

备 、远程站点的实时监控 ，实现了不同设备 、不

同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该系统效率高 、功能

强 、成本低 ，集成化程度高 、开放性强 、稳定性

强 、可靠性好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控

制 。该系统有效解决了我国大型净水厂建设中涉

及的臭氧处理 、深度处理 、污泥处理等新工艺的

优化及其与控制系统有机融合的技术难题 ，对新

建水厂有指导意义 。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侯

红明 　冯国义 　周小云）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直属农

业科研事业单位 ，下设水稻 、畜牧 、蔬菜 、植物

保护 、作物 、果树 、兽医 、蚕业与农产品加工 、

土壤肥料 、农业生物技术 、花卉 、茶叶 、科技情

报共 １３个研究所 。在广州市白云区建成集科研 、

试验 、示范 、推广 、培训 、科普和成果转化于一

体的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占地面积

１３３畅３３公顷 。建有野生稻 、甘薯 、香蕉 、荔枝 、

桑树 、茶树 ６个国家 （华南） 及 ７个省市共建的

作物种质资源圃 （库） ，国家农业部和广东省重

点 （公共） 实验室 １２个 ，国家农业部部属中心 ２

个和分中心 １个 ，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 ６个 ，国

家农业部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３个 。重点开

展保障粮食安全 、食品与农产品安全 、农业生态

环境安全方面的研究 ，开展与华南农业和农村发

展 、农民增收紧密相关的动植物新品种选育和高

效环保种养技术 、高新生物技术 、植物保护技

术 、土壤环境与肥料技术 、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值

技术 、农业信息技术等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综合

实力居全国省级农业科学院前列 。

２００６年 ，全院在职职工１ ５９１人 ，其中 ，高

级职称 ３００人 ，中级职称 １７１人 ，博士 ６１人 ，硕

士 １８７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职专家 ２２

人 。 ２００６年 ，该院承建的广东省畜禽育种与营养

重点实验室被授予全国 “五一” 劳动奖状 ，蚕业

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被授予 “广东省文明单位”

称号 ，畜牧研究所被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授予 “感

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创新领军院所” 称号 ，作物

研究所被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IC‐
RISAR） 授予 “千禧年科学奖” ，植物保护研究

所被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授予 “国家级农

作物区域工作先进单位” 。由该院与华南农业大

学共办的 枟广东农业科学枠 获 “第五届全国农业

期刊金犁奖” 技术类一等奖 。李晓方研究员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和 “第三届 （全国）

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创新奖” ，蒋宗勇研究员被中

国畜牧兽医学会授予 “感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创

新领军人物” 称号 ，林映才研究员 、陈卫东研究

员和邱俊荣研究员获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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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津贴 ，林映才研究员和王丰研究员获 “第八届

广东省丁颖科技奖” 。

【科技项目与科技创新】 　 ２００６年 ，该院在研科

技项目 ３６４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５４项 ，省部级

项目 ２１５项 ，广州市重点项目 ３０项 ，该院重点

项目 ５５项 。当年新增科技项目 ２８９项 ，获资助

经费６ ８５２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９％ ，其中 ，国家项

目 ４９项 ，省级项目 ２１８项 ，广州市科技项目 ２２

项 。获国家科技专项资助经费达１ １３５万元 ，比

上年增长 ２２％ 。完成了 ７８ 个项目的结题验收 ，

其中国家和省级项目 ６７项 ，广州市项目 １１项 。

１３个项目通过广东省科技成果技术鉴定 ，其中达

国际先进水平 １项 ，国内领先水平 ９项 ，国内先

进水平 ３项 。获 ２００６年度科学技术成果奖励 ３８

项 （含合作完成项目） ，其中获省部级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 ４项 ，二等奖 ３项 。有 ６８个新品种通过

广东省品种审定 ，占当年全省通过审定品种的

４６％ ；５个水稻品种和 １个辣椒品种通过国家品

种审定 ；“天优 １２２” 和 “桂农占” 两个水稻品种

入选国家农业部发布的第一批 ２１个超级稻示范

推广确认品种 。 “新农科” 牌水稻控释肥获广东

省名牌产品称号 。 “抗氧化功能食品基料 ———黑

米精华素” 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由该院畜牧

研究所完成的 “一种对虾饲料免疫多糖” 发明专

利获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 ５个品种申

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 “天丰 A” 和 “穗丰 A”
两个水稻品种获得授权 ；申请发明专利 ２０ 项 ，

获授权发明专利达到 ２８项 ，原始创新取得突破

性进展 。

【科技平台建设】 　中国农业科技华南创新中心

建设列入广东省 “十一五” 规划 ，是该院 ２００６

年乃至整个 “十一五” 期间的重点工作 。中国农

业科学院同意以本院为依托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

共建中国农业科技华南创新中心 ，并与该院共建

蔬菜 、外来生物入侵防控 、作物分子设计育种 、

信息技术 、畜牧等学科 ，首批启动作物 、蔬菜等

领域的共建工作 。

本院承担的 “广东省养分资源循环利用与耕

地保育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农产品安全生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以及广东省生态名优

茶叶 、广东省特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广东省蔬

菜和荔枝标准化生产 ４个省级重点科研基地建设

项目获得批准立项 。与北京林业大学共建国家花

卉工程技术中心兰花研发推广中心 ，以促进兰花

良种的研发 、技术创新及推广 。本院承担建设的

“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广州）” 通

过了国家计量认证和复核验收 。在广东省重点实

验室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中期评估中 ，本院承担建设

的 “广东省畜禽育种与营养研究重点实验室” 和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被评为优

秀 ， “广东省果蔬深加工重点实验室” 和 “广东

省水稻育种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被评为良好 ，

“广东省农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等 ４个重

点实验室被评为合格 。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２００６年 ，本院获得广东

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１３ 项 ，其中 ，主持完成的

“甜玉米新品种 ‘正甜 ６１３’ 、 ‘正甜 ３８’ 产业化示

范与推广” “荔枝主要害虫综合控制技术的示范

与推广” 和 “高产 、优质 、抗病花生品种粤油 ７９

应用推广” 获一等奖 。 “优质高效岭南黄鸡新配

套系产业化” 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本

院培育和研制的 ３３个优良新品种与 １０项先进实

用技术被列入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 。水稻良种的推广面积达 １０５畅５万公顷 ，抗病

水稻品种推广应用 ３４畅７ 万公顷 ，花生 、甘薯 、

甜玉米和糯玉米等良种推广应用 ４３畅３万多公顷 ，

有机茶技术推广应用 ５６６畅７公顷 ，鸡球虫病疫苗

推广应用１ ８００万羽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站扩大到

６２个 ，编发各类农业信息 ４２万条 。

继续承担广东省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专家

组的工作 ，组织专家指导东西两翼和粤北 l２个广
东省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工作 。

３― ７ 月 ，本院组织科技专家 ３００多人次 ，

参加由省科技厅组织的 “科技富民” 活动和省农

业厅组织的 “科技进村入户” 工程 ，参与主办河

源 、茂名 、肇庆 、韶关 、广州等大型科技下乡和

科技集市活动 １０多场 ，接待前来咨询的农民群

众４０ ０００多人 ，发放技术资料和科普资料５０ ０００多

份 （册） ，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 ２０多场 ，培训

农民４ ０００多人 。全年科技下乡超过 １万人次 。

７月中旬 ，在广东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期间 ，

本院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的号召 ，发挥科技优

势 ，迅速派出 ５０多位专家奔赴清远 、韶关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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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 ，开展救灾复产工作 。

与高要市政府签订共建高要市农业产业化工

程协议 。与高要市共建的专家大院正式挂牌运

作 。组织 １５大类 １００多种科技展品参加首届广

东现代农业博览会

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科普园项目通

过考核验收 。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全年共派出 ２３ 批 ５７

人次 ，出访俄罗斯 、美国 、荷兰 、法国 、土耳

其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加拿大 、澳大利亚 、

台湾等 ２１个国家和地区 ；接待来自日本 、澳大

利亚 、以色列 、巴西 、美国 、朝鲜 、俄罗斯 、印

度尼西亚 、乌干达 、墨西哥 、南非 、台湾等 ２８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水稻所 （IRRI）、联合国
粮农组织 （FAO） 、国际热带水果网络组织 （TF‐
Net）、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ICRISAT ）

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和官员共 ４７批 ３１１人 ，做学

术报告 １９场 。与巴西和菲律宾农业部 、俄罗斯

和越南农业科学院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协议 ，并

认真组织实施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的第二期

全球农业竞争情报分析与研究 ，与菲律宾华商联

合作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 ，与毛里求斯合作的农

业项目投资建设咨询等国际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

成功组织召开了 “国际热带水果网络组织第三届

理事会” “国际花生黄曲霉与基因组大会” 和

“生物有机培肥技术在华南茶园土壤中的应用

中 —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３个国际学术会议 ，共

有 ２４０多位专家 、教授和官员参加了会议 。

【国内科技合作与交流】 　成功承办了 “中国园

艺学会热带南亚热带果树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中国草业论坛” “食品安

全 ———现状与趋势”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 ２００６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南方

蔬菜产业发展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全国农业科技期

刊经营管理研讨会暨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期刊分

会年会” 和 “广州市首届都市农业科技发展论

坛” ７场大型学术会议 ，共有 １ ３７０ 多位专家 、

教授和官员参加了会议 。

先后有 ９位院士应邀到该院考察和指导科技

工作 ，为历年之最 。

与台湾中农集团签署农业科技合作协议 ，启

动粤台园艺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引进与学术交流

活动 ，累计引进洋兰 、国兰和园艺瓜果新品种

（品系） 和育种材料 １００多份 ，开展学术交流两

场 。

【重点项目介绍】 　

黑色食品作物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共同完成 。

该项目围绕黑米 、黑大豆 、黑玉米 、黑小

麦 、黑芝麻等 ５种黑色作物资源 ，系统地开展了

资源的收集 、新品种选育 、营养品质遗传 、营养

活性物质保健功能评价 、作用机理分析 、加工技

术与产品开发等方面研究 ，在国内最早建立了黑

色食品作物资源库和营养成分活性物质数据库 ，

收集黑色食品作物资源 ５５３ 份 ，其中黑米资源

３７８份 ，占全国的 ９２％ ，占世界的 ８５％ ，选育了

一批黑米 、黑大豆新资源 、新品种 ，并率先实现

了黑米三系配套 。率先分析了黑米资源主要品质

性状的遗传效应 ，发现黑米 、黑大豆的抗氧化 、

降血脂 、抗动脉粥样硬化和延缓衰老等保健作

用 ，并建立了黑色营养食品的加工技术 ，研制开

发新产品 ４０个 ，其中 ６个获绿色食品证书 ，２个

获保健食品证书 ，３个获省级重点新产品 ，３个

获省优秀新产品 。该成果在全国 ２０个省市区累

计推广黑色食品作物面积达 ５７畅３万公顷 ，在全

国 ３６家企业推广黑色食品作物资源加工技术 ，

率先带动了全国性的黑色食品产业发展 。该成果

累计创社会经济效益近 ４０亿元 ，总体研究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

该成果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优质抗病耐储藏恢复系 “广恢 １２２” 及其高

产杂交稻的选育与应用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主持完成 。

该项目在国内成功培育出第一个达国家优质

米标准 、具耐储藏 、高抗稻瘟病等特性的杂交稻

强优恢复系 “广恢 １２２” ，并利用 SSR标记分析
技术 ，将耐储藏特性 QTLs qSC９‐１和 qSC９‐２定
位在第九条染色体上 ，初步建立了水稻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育种体系 。利用 “广恢 １２２” 育成 “优

优 １２２” “汕优 １２２” “博优 １２２” “粤杂 １２２” “天

优 １２２” 等 ５个高产组合 ，均通过了国家或省品

种审定 ，其中 “粤杂 １２２” 是第一个日产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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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公斤／公顷的超级杂交稻组合 ，被袁隆平院士

誉为华南超级杂交稻的先锋组合 ；“优优 １２２” 和

“博优 １２２” 两个组合被指定为广东省杂交稻区试

的对照组合 。该系列组合在广东 、广西 、陕西和

海南等省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６７畅４万公顷 ，增

产稻谷 ５亿公斤 ，创社会经济效益 １５亿元 。该

成果位居国内领先水平 。

该成果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安全水果 、蔬菜生产中农药应用评价研究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东

省植物保护总站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单位

共同完成 。

该项目以荔枝 、香蕉 、柑橘和蔬菜等经济作

物为对象 ，率先在国内针对不同的农药品种进行

残留研究 ：田间设计与检测方法 、室内样本检测

与结果分析 、对人及环境生态的风险评估 ，提出

农药的合理使用技术中的农药残留研究模式为国

内外领先 。提出了 ５７种新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

关键技术和 ６７项合理使用准则 ，其中 ４０项已被

国家标准采用并颁布实施 ，２７项已通过审定 。在

国内创新了荔枝 、香蕉 、节瓜 、菜心 、蘑菇等农

产品的残留田间研究方法和氰苯唑等 ５７种新农

药残留检测方法 ６７项 。杀螟丹 、茚虫威等 ５种

农药的检测方法和三氟氯氰菊酯在荔枝上残留方

法等 １５项在国外未见报道 。建立了水果中 ２１６

种农药的多残留检测方法 ，为水果及农产品的快

速检测提供了技术支撑 。该研究提出的方法科

学 、先进 ，研究结果为我国农药引进 、生产 、使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间 ，在广东 、

江西等六省推广约 ０畅５５ 公顷次 ，获经济效益

７２畅８亿元 。在广东省出口注册果场和菜场中推广

“准则”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符合进口国的标

准 ，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 。 出口的蔬菜水果达到

１５７畅３４万吨 ，创汇 ４３５７４ 万美元 。研究的 “准

则” 颁布以来 ，至 ２００５ 年止 ，采用该 “准则”

制定的各种农业生产标准体系已颁布的行业 、地

方标准有 ７０多项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安全蔬菜 、

水果的生产 。

该成果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

抗稻瘿蚊新基因 Gm６在分子标记抗性育种
中的应用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 、水稻研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国际水

稻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 。

该项目经 １０ 年研究 ，通过多学科合作 ，建

立了水稻抗稻瘿蚊分子育种技术 ，包括 ：１畅 用

AFLP方法建立了亚洲稻瘿蚊种群 DNA 指纹检
测技术 ；２畅 分别用 RAPD 和微卫星 SSR技术对
来源于我国的水稻资源 “大秋其” 的抗亚洲稻瘿

蚊新基因 Gm６进行精细定位 ；３畅 分别用与 Gm６
基因紧密连锁的 STS 和 SSR标记 ，建立了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 （MAS） 方法选育抗稻瘿蚊新品种
的技术 ；４畅 应用建立的分子标记辅助选育新技术

选育出 “抗蚊 １８号” “抗蚊软占” 等达国优 ３级

的抗稻瘿蚊新品系 ６个 ；５畅 将 Gm６基因导入杂
交稻恢复系 ，选育出 “培杂软占” 等 ４个抗稻瘿

蚊两系杂交稻新组合和 １ 个三系杂交稻新组合

“抗蚊博优” 。用带有 Gm６基因的品系作为抗性
亲本 ，培育出的 “安两优青占” 和 “培两优抗

占” 通过省级品种审定 。

本项研究成果为选育抗稻瘿蚊品种提供新技

术 ，选育出的带有 Gm６基因能抗中国稻瘿蚊种
群的新品种 （系） ，在广东及广西 、江西 、福建

稻瘿蚊区试验推广 １６畅１万公顷 ，获社会经济效

益 １畅９３亿元 ，达到减少施用农药 ，控制华南稻

瘿蚊区稻瘿蚊的猖獗发生和危害 ，保护环境 ，提

高农户收入的效果 。

该成果的创新点 ：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亚洲稻

瘿蚊种群 DNA 指纹检测技术和水稻抗稻瘿蚊分
子育种技术并首次培育出抗稻瘿蚊的杂交稻 。发

表论文 ２８篇 ，３篇为 SCI收录 ，２篇为中国农学

会和植保学会优秀论文 。

该成果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

水稻控释肥及其一次性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主持 、

广东省土壤肥料总站协作完成 。

针对现有控释肥价格昂贵难以推广的突出问

题 ，本成果以生产应用为目标 ，经材料学创新研

究 ，鉴别筛选出以天然植物素等为主的无毒无害

包膜材料 ；经工艺学创新研究 ，率先研发出我国

双季稻区适用的廉价 、环保 、高效水稻控释肥及

其高效施用技术 ，实现一次施肥即可满足当季水

稻营养需求 ，达到省肥节本和增产增收效果 。增

产机理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空白 。技术

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产品被列为国家和广东省

重点新产品计划 ，并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

技术成果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形成产业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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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成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成果总体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

本技术成果具如下特点 ：１畅 价格低廉 ，价格

仅比普通复混肥高 ５％ ― ８％ ； ２畅 有利于环保 ，

首次采用无毒无害的天然植物素等为包膜材料 ，

不存在二次污染 ；３畅 低能耗 ，高产出 ，自主设计

“开放式自动控制连续包膜” 生产线设备 ，首次

应用自研的 “混合展着包膜工艺技术” ，具有明

显低能耗 、高产出特点 ；４畅 增产增收和省肥 ，大

面积应用表明 ，比传统多次施肥平均增产

８畅４７％ ，增收节支 ９５３畅４元／公顷 ；节省氮 、磷养

分用量 １９畅４％ 和 ２３畅７％ ；５畅 适应性强 ，适用于南

方稻区多种生态环境栽培的常规稻 、杂交稻等水

稻品种 。

该成果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办公室 　谢春生）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２００６年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十一五” 事

业发展开局喜人 ，经济继续保持健康较快发展 ，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特色优势技术产业发展

壮大 ，产权制度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企业化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升 。

２００６年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综合收入达到

３畅４１亿元 ，与 ２００５年同比增长 ８畅１８％ 。利润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大幅增加 ，增长率达到 ８５畅２４％ ，外

贸出口创汇 ４０６万美元 。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 ，全院事

业专项经费拨款增长 ３畅５％ ，科研经费的合同金

额增长 １３５％ ，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７％ 。经济

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经济

结构优化上了一个新台阶 。

【创新平台建设】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州市科技

局依托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组建的科技创新平台

工作按计划有序展开 。其中 ，广东省矿产资源开

发和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建设已全面完成 ，进入

了验收准备阶段 ；广东省金属材料公共实验室和

广州市焊接材料行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建

设工作进展顺利 。此外 ，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

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现代表面工程技

术重点实验室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的再建设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 。 ２００６年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提出的广东省

金属材料综合利用检测与评价中心建议方案和建

设方案项目论证 ，已分别通过广东省科技厅组织

的专家论证 。随着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和投入使

用 ，对推动广东省新材料的开发与产业化有着重

要和深远的意义 。

【科技项目与成果管理】 　 ２００６年 ，广州有色金

属研究院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科研计划项目 ５９项 ，

其中国家级项目 １４项 ，省级项目 ３０项 ，市区级

项目 １０项 ，横向委托项目 ５７项 ，院自立项目 ５

项 。取得的科研经费创近年新高 ，纵向科研经费

合同金额和横向科研合同金额分别达到１ ９４５万元

和１ ０８３畅８３万元 。有 １１项科技成果分别获得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和

广州市科学技术奖 ，其中省 （部） 二等奖 ５项 。

申请发明专利 １１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１项 ，获得

专利授权 ９项 。

【科技交流合作】 　 全年组织学术交流及讲座 ８

场 ，参加各类技术 （产品） 交易活动 ５场次 ，派

出科技人员出国考察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技术

交流 １４批共 ２７人次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

会议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

【武器装备科研】 　 ２００６年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

院以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格认证” 和 “军

工科研生产许可证认证” 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科

研 、生产 、安全 、环保 、质量 、保密等方面的管

理体系 ，先后顺利通过了广东省国防军工办组织

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三级保密资格认证和国防科

工委组织的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现场审查 ，获得

了进入国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主战场的入场券 。

【产权制度改革】 　 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 ，２００６

年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二级单位的产权多元化改

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以下属单位化工材料研究开

发中心 “汽车子午轮胎用硅烷偶联剂” 项目公司

化改制为试点 ，把产业搬迁 、扩产改造与内部职

工股份制改革三方面结合起来 ，通过政策的调

研 ，方案的可行性论证 、中介机构的清产核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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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 、职代会的审议表决 、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等一系列完整程序 ，制订出产业公

司化改制的实施方案 ，由单位和项目骨干团队若

干自然人共同出资入股 ，组建由单位相对控股的

“韶关市粤有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此举得到广

东省财政厅的高度评价 ，成为广东省属院所进行

产权改革的规范案例 。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王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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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技 术 市 场

２００６年度 ，全省经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登记的

技术合同成交项目数达１４ ７９９项 ，合同成交金额

１０９畅５８亿元 ，其中技术开发６ ３８１项 ，成交金额

７１畅８８亿元 ；技术转让 ５０８ 项 ，成交金额 ２５畅８４

亿元 ；技术咨询 １５６１ 项 ，成交金额 ３畅１４ 亿元 ；

技术服务６ ３４９项 ，成交金额 ８畅７２亿元 。

表 4 6 1 1 　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统计表 （2001 －2006）

年
份

技术合同数 （项）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亿元）

技术

开发

技术

转让

技术

咨询

技术

服务
合计

技术

开发

技术

转让

技术

咨询

技术

服务
合计

全
国
排
位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帋

１ ３９３

１ ８０３

３ ２９１

４ ５４０

５ ９８３

６ ３８１  

５５３

８４４

９７４

５７８

６３９

５０８ 櫃

１ ４０１

７８９

１ ０５７

７３７

１ ２７９

１ ５６１  

５ ９２３

４ ８２９

６ ６０２

５ ４７３

６ ５３１

６ ３４９ 悙

９ ２７０

８ ２６５

１１ ９２４

１１ ３２８

１４ ４３２

１４ ７９９ 灋

１３ 亖t畅８８

１７ t畅６４

３６ t畅５３

３４ t畅１９

５７ t畅１５

７１ t畅８８

２５ �镲畅９０

３６ 镲畅５３

３３ 镲畅６５

１４ 镲畅３５

２８ 镲畅８９

２５ 镲畅８４

２ xk畅８５

０ k畅９５

２ k畅５２

２ k畅３６

３ k畅１７

３ k畅１４

１１ 趑珑畅３５

１３ 珑畅３３

７ 珑畅８７

６ 珑畅３７

２３ 珑畅２７

８ 珑畅７２

５３ *潩畅９８

６８ 潩畅４５

８０ 潩畅５７

５７ 潩畅２７

１１２ 潩畅４８

１０９ 潩畅５８

３

３

３

８

３

３

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组织参加第四届

全国中小企业博览会 、第四届珠江三角洲地区与

山区及东西两翼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 、广东省 —

新南威尔士州第二十一次联合经济会议 、第七届

全国专利高新技术博览会等各种规模化 、专业化

的科技成果交易会 、博览会 、展览会 ，为科技服

务机构开展业务活动和进行信息交流提供大舞

台 。其中第四届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山区及东西两

翼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上共有 ２６个科研院所 、

大学与山区企业签约了 １９个技术项目 ，合同金

额 ４畅５亿元 。

有关地市也结合当地产业特色举办了各类展

示洽谈会 ，如东莞市政府和汕头市政府分别成功

举办了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博览会 、粤东 （汕头）

新材料技术成果洽谈会 ，有效地推动两市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对促进技术市场

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科技中介服务

２００６年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主要是围

绕全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任务 ，重点加强现

有科技服务机构质量和服务能力的建设 ，并与专

业镇 、各科技园区等建设工作结合开展相应的工作 。

２００６年度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共安排 ５６

个项目 ，支持经费 ５０２万元 ，主要支持六方面项

目 ：１畅 科技服务培训和科技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培

训项目 ；２畅 科技服务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标

准化服务建设项目 ；３畅 地方科技服务机构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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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机构联合承担的计划项目 ；４畅 地方科技

服务机构和行业科技服务机构开展具有地方或行

业特色内容的服务项目 ；５畅 开展行业自律 、规范

行业行为 ，培育专业化 、特色化服务品牌的项

目 ；６畅 科技服务体系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项目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科 技 评 估

随着科技评估在科技计划立项决策 、过程管

理和绩效评估等环节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为加

强 “十一五” 期间全国科技评估体系建设 ，科技

部科技评估中心与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联合举办

“２００６世界银行 —中国评估培训周” ，就发展评估

的理念 、方法和步骤进行了讨论 ，明确了今后科

技评估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以国家科技评估中

心为依托 ，成立 “中国科技评估协会” 和 “中国

发展评估协会”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在科技厅的领

导下 ，继续坚持以公平 、公正 、科学的态度 ，服

务于本省的科技管理部门 。通过加强和完善专家

库及专家信用评价体系建设 ，完善科技项目评估

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建立科技评估质量控制体系 ，

有力地保证了科技评估各项业务的顺利展开 。

【专家库管理】 　中心对专家库管理办法进行了

修改 ，编制 枟广东省科技咨询专家库使用手册枠

（两个版本） ，扩充和完善广东省科技咨询专家信

息库 ，向国内部分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科技

评估机构征集专家 ，对专家信息进行更新 ，向国家

推荐 “８６３” 专家 ８００多人 ，批准入库 ３８０多人 。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２００６年 ，中心继续承担

多个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前的评估 ，完成了 ２００６

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投标 ，开展了由

科技厅牵头的 “信息与通讯” “精密制造技术及

产品” “新材料与纳米技术”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新能源与资源环保” “现代农业” 等 ６个领域的

招标代理工作 ，共受理投标项目 ２７６个 ；通过书

面评审和现场考查两个阶段的评审 ，向科技厅推

荐候选中标项目 ５７ 项 ，推荐酌情支持项目 ５０

个 。完成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包括工业

攻关 、农业攻关 、社会发展攻关 、成果推广 、国

际合作 、产学研等六大类的项目评审工作 ，涉及

光机电 、电子信息 、能源 、环境保护 、新材料 、

重大疾病防治 、生物医药 、中药新药等 ８３个专

题的２ ４５８个项目 。承担广东省国家和省级重点新

产品计划项目立项评估工作 ，共邀请 ９５位专家

以背靠背的方式 ，对项目进行了评价 ，经综合分

析形成初评报告 ，向国家推荐 １０６项 。承担广东

省教育部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立项评审工作 ，共对

５９０项项目进行评估 。承担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四个专业小组评奖的具体工作 ，尝试开展了

网上评审工作 。协助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考核

及产品的认定评审工作以及火炬计划项目的评审

等 。

中心对立项项目的实施监管及绩效评价工作

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 ，针对全省各类科技计划

项目 ，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指标 ，规范工作文件

及操作程序 ，形成一套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 ，为

各级管理部门的决策及今后科技项目评估指标体

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 ２００６年 ，中心协助科技厅对

“十五” 期间的多项项目开展年度检查 、中期检

查 、结题验收和绩效评价工作 ，包括对 “２００３年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中标项目的验收以

及对 ２００４年以前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中标项目的中期检查 ，对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所有

科技计划立项项目的绩效评价等 。

【科技评估】 　为保持自主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

力 ，中心在科技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学习 、研究上

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结合广东省的科技计划管理

体系和科技评估实践经验 ，开展了科技评估理论

和方法的研究 。 ２００６年 ，中心承担了科技厅 枟广

东省工业领域技术需求动态选择之研究枠 及科技

部 枟科技评估制度建设与组织管理模式研究枠 等

多个课题的研究 。

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学习与交流 ，邀请国家

科技评估中心研究员方衍就科技评估指标体系及

国际科技评估发展现状及趋势召开了专题研讨

会 。参加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与世界银行独立评

估局联合举办的 “２００６世界银行 —中国评估培训

周” 活动 。

（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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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孵化器也称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科技创

业服务中心等 ，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中

小科技企业为宗旨的社会公益性科技创业服务机

构 ，其主要功能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服务对

象 ，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 、中试生产 、经营的场

地和办公方面的共享设备 ，提供政策 、管理 、法

律 、财务 、融资 、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

务 ，以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 ，提高企

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 ，为社会培养成功的科技企

业和企业家 。

２００６年 ，全省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３０ 家 ，

其中国家级 １３家 ，孵化场地面积 １５９畅２１万平方

米 。在孵企业３ １７６家 ，其中新孵企业数 ６５９家 ，

在孵企业总收入 １３８畅１４ 亿元 ，在孵企业人员

５７ ９５０人 。孵化基金总额 ５畅６７亿元 。累计毕业企

业数２ １２６家 ，累计毕业企业总收入 ９９畅９４亿元 。

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有效连接技术创新成果源

头 ，各类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 ，以及风险投资 、

技术市场 、企业等 ，形成多层次 、多功能孵化器

网络 。随着孵化器深度孵化功能的加强 ，科技企

业孵化器品牌效应凸显 。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抓好广州科

技创新基地 、留学人员广州创业园招商工作 。截

至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共引进 ７１个项目 ，其中留学生

项目 ３３ 个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５畅１８ 亿元 、 美元

２畅４４亿元 。该中心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推动仪

器设备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与使用 ，吸引和支持

一批高校 、科研院所项目进区产业化 ，深化以投

融资 、人才 、创业辅导等为主的孵化服务 ，适应

与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促进企业成长 。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初步建成基础性

共享孵化服务资源数据库 ，孵化服务资源日臻完

善 。珠海民营科技园科技型初创企业创业基地建

设项目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 、生物

医药新型制剂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珠海中小型企

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等四大公共服务平台

相继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共性支持服务 ，充分体

现平台的公益性 。依托中心基础性孵化服务资

源 、四大公共平台的资源和社会资源 ，中心开展

了包括投融资 、人力资源 、创业辅导 、中介 、政

策 、技术支持 、科技信息 、市场推广等深度孵化

服务业务 ，效果显著 。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作为广东省首

家 “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始终站在科

技创新服务的前沿 ，不断深化改革 ，集成创新资

源 ，提升服务意识和功能 ，弘扬创业精神和创业

文化 ，为本地区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环境 、

培育人才 、创造价值 ，有效地推动了地区经济和

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自

２０００年始 ，广州创业中心与合作方共投资 ２畅１亿

元 ，参与组建了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中心通过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支持中英剑桥科技创业园的

活动 ，在国际化和市场化运作的实践中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 。广州创业中心还投资了６ ０００万元 ，参

与组建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６年来 ，该中心的资产总值已经从建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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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３０万元发展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３亿多元 ，自有孵化

场地 ８畅６万平方米 。通过自主经营 、投资 、共建

等方式 ，中心孵化场地覆盖 ５个园区 ，面积达 １１

万平方米 。广州创业中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多次获得国家 、省 、市政府的表

彰 ，自 ２００２年以来 ，连续四年被广州市委 、市

政府授予广州市 “文明单位” 称号 。

（广东省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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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

广东省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１１日 ，广东省政府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共同签订了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设立自然科学

联合基金的框架协议枠 ，商定自 ２００６年起 ，广东

省政府和国家基金委共同出资设立自然科学联合

基金 （以下简称 “联合基金”） ，每年共５ ０００万

元 ，其中广东省政府每年出资３ ５００万元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每年出资１ ５００万元 。该基金的设立

旨在吸引和凝聚全国及广东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

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

在广东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省科技

厅按照 枟框架协议枠 精神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共同制订了联合基金实施细则 ，完成了 ２００６

年联合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评审工作 。从初步结果

和社会反应看 ，联合基金的实施初见成效 ，影响

深远 。

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广东省政

府落实国家科技区域发展战略 ，共同推动地方自

主创新的一个创举 ，在制度和机制方面都取得了

新的突破 ，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

【联合基金已经成为吸引全国高级人才的大平台】

通过联合资助的形式 ，把广东的重大科学问

题提升到国家科学研究项目组织实施 ，吸引全国

优秀科学家与广东科研队伍联合开展研究 ，这将

使广东的科技人员有机会承担和参加更多的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推动广东省知识界 、科技

界 、企业界形成更加浓厚的科研和创新氛围 ，提

升广东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研究项目的能力 。同

时 ，通过研究活动带动广东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成

长 ，推动广东在若干研究领域逐步形成特色和领

先优势 。 ２００６年联合基金项目申报共受理了项目

申请 ７８７项 ，吸引了全国８ ７６７名科技人才参加联

合基金的申报 ，其中高级职称３ ２６９人 ；参加申报

人员中有院士 ６３人 ，长江特聘学者 ２０多人 ，相

当于广东省现有的院士和长江特聘学者总数 。申

请单位来自全国 ２４ 多个省 、市 、自治区 ，包括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

研究院所参与了联合基金的申报 ，其中仅清华大

学就递交了 ３３项项目申报书 。

申报项目中 ，广东省外单位牵头的 ３４４ 项 ，

与广东合作的 １６４项 ，占 ４７％ ；广东单位牵头的

４４３项 ，与省外合作的 １４９项 ，占 ３３％ ，有效地带

动了广东人才队伍的建设 。经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组织全国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和会议评审 ，确

定了 ２００６年度资助项目 ４１项 ，其中广东单位牵头

的项目 ２８项 ，占总立项项目的 ６８％ ，大约 ５０ ％ 以

上的项目是由广东省内 、外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的 ，极大地推动了学科交叉和优势力量的组合 。

【联合基金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广东的助推器】 　

广东经济正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效益

型 、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变期 ，面临如何解决科学

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对科学技术以及

自主知识产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设立联合基

金 ，将加强广东的原始创新能力 。同时联合基金

围绕广东省基础研究问题 ，有利于促进科技与经

济紧密结合 ，项目的研究成果将直接成为广东技

术创新和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源泉和后盾 。

联合基金 ２００６年度项目主要围绕广东的农

业 、人口与健康 、环境与资源 、能源 、电子信息

与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 。从评审结果上

看 ，２００６年度资助的联合基金项目基本以满足广

东经济 、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为主 ，具有较高的

技术前沿研究水平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 。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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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以后 ，预计将在国内外期刊发表高水平

论文１ ０００篇以上 ，申请并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１００

项以上 ，课题的完成将普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

面临的相关技术瓶颈 ，带动相关产业大发展 。如

中山大学许宁生教授牵头承担的 “高性能纳米冷

阴极及其在平板显示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 项

目 ，以准一维纳米材料为对象 ，研制纳米冷阴

极 、研制以准一维纳米材料作为冷阴极的真空微

纳电子器件 、研制由上述真空微纳电子器件阵列

组成的大面积电子源阵列和纳米材料荧光屏组成

的新型 FED 。项目的完成将确保广东省在场发射

平板显示器技术研究的领先地位 ，并促进我国拥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平板显示器的开发成功 ，

带动广东省乃至我国显示器产业大发展 。华南理

工大学谢胜利教授牵头承担的 “数字家庭无线网

络中若干智能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研究” 项目 ，

将研究利用智能信息处理理论和方法 ，解决数字

家庭无线网络中宽带和超宽带网络之间的传输技

术瓶颈和电磁兼容与抗干扰等问题 。在石斑鱼养

殖方面 ，联合基金将资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院珠江水产

所 、中山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等科研单位的专

家 ，对石斑鱼的生殖调控 、免疫 、抗病等关键技

术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课题完成后将有望解决广

东省在石斑鱼养殖方面的技术瓶颈 ，带动广东海

水养殖业的发展 。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据统计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获得国家基础研究经

费 ２畅２亿元 ，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经费

达 １畅９０３亿元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６％ ，全国排名第

五位 ，其中面上项目立项 ５８７项 ，经费１５ ５６２畅５

万元 ；重点项目 １１项 ，经费 １７３万元 ；杰出青年

基金 ９项 ，经费１ ７４０万元 ；参与国家 “９７３” 计

划获经费３ ８００万元 。

表 5 1 2 1 　 2006年度广东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量前十位排名表
单 　 　位 项目数 经费 （万元）

中山大学 １６１ 0４ ２６７ C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省科学院 ６７ 0２ ０２４ C
华南理工大学 ６６ 0１ ６８０ C
华南农业大学 ５４ 0１ ３８８ C
南方医科大学 ４０ 0１ ０１３ C
暨南大学 ３２ 0８７１ C
汕头大学 ３０ 0８０９ C
华南师范大学 ２４ 0６２３ 葺行畅５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１９ 0４８９ C
广东工业大学 １９ 0４２５

表 5 1 2 2 　 2006年度广东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单位
单 　 　位 项目数 经费 （万元）

中山大学 ５ 0７７５ C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１ 0１４０ C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 0１５５ C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 0１３０ C
华南理工大学 １ 0２００ C
广州大学 １ 0１９０ C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１ 0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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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2 3 　 2006年广东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单位

单 　 　位 项目数 经费 （万元）

中山大学 ３ 0６００ C
华南理工大学 ２ 0４００ C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 0２００ C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 0２００ C
暨南大学 １ 0２００ C
广州大学 １ 0１４０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情况

２００６ 年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达

３ ９３４项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８％ ；共支持省自然科

学基金研究团队 ３６项 ，重点项目 ３２项 ，自由申

请项目 ４６６项 ，博士启动项目 ２６３项 。

２００６年省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４ ２２３篇 ，其中三大索引收录１ ２５０篇 ；出版著作

表 5 1 3 1 　 2006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按学科分） 受理与资助情况

学科

类别

自由申请项目 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受理

项目数

（个）

批准

资助数

（个）

项目

资助率

（％ ）

占总资助

项目比率

（％ ）

资助

经费

（万元）

受理

项目数

（个）

批准资

助数

（个）

项目

资助率

（％ ）

占总资助

项目比率

（％ ）

资助

经费

（万元）

数理 ８６ 殚１７ 煙１９ 痧沣畅７ ３ Ζ櫃畅７ ８３ 侣５３ x１０ .１８ �r畅８ ３ 5(畅８ ３０ Q
化学 １６８ 殚３４ 煙１８ 痧沣畅１ ６ Ζ櫃畅９ １６２ 侣１１９ x２０ .１６ �r畅８ ７ 5(畅７ ６０ Q
生物

技术
１６９ 殚３９ 煙２２ 痧沣畅２ ８ Ζ櫃畅４ １８１ 侣９６ x２１ .２１ �r畅８ ８ 5(畅１ ６３ Q

农学 １７５ 殚５１ 煙２７ 痧沣畅５ １０ Ζ櫃畅７ ２４５ 侣６０ x１８ .３０ 邋６ 5(畅９ ５４ Q
医学 ８９７ 殚１９５ 煙２１ 痧沣畅４ ４２ Ζ櫃畅１ ９２３ 侣５９７ x１０３ .１６ �r畅８ ３８ 5(畅２ ３０９ Q
地球 １２１ 殚２１ 煙１７ 痧沣畅３ ４ Ζ櫃畅６ １０１ 侣５７ x１１ .１９ �r畅２ ４ 5(畅２ ３３ Q
材料 ２２１ 殚４２ 煙１８ V８ Ζ櫃畅９ ２０９ 侣１５７ x２４ .１５ �r畅２ ９ 5(畅２ ７２ Q
信息 ２１９ 殚４３ 煙１８ 痧沣畅９ ９ Ζ櫃畅１ ２０７ 侣１５５ x２９ .１８ �r畅７ １１ 5(畅１ ８７ Q
管理 １０２ 殚２４ 煙２２ 痧沣畅５ ５ Ζ櫃畅１ １１３ 侣１３７ x２７ .１９ �r畅７ １０ 5(畅４ ８１ Q
合计 ２ １５８ 殚４６６ 煙２１ V２ ２２４ 侣１ ４３１ x２６３ .１８ �r畅１ ７８９

８７部 ；申请专利 ３２１项 ，授权 １４３项 ，其中申请

发明专利 ２２０项 ，授权 ９６项 ；参与省自然科学

基金研究达７ ７７８人次 ，培养博士１ ００３人次 ，硕士

２ ２３１人次 ，新增正高 １３６人 ，新增副高 ３２１人 ；主

办国际会议 ６０次 ，参加国际会议 ３１８次 ；主办

国内学术会议 ９２次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７２８次 。

对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立项的 １６个省自然科学基

金团队项目进行了中期跟踪考核评估 。本次考核

采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议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考

核结果表明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全部

按期完成了科研任务 ，提高了科研水平 ，培养了

科研队伍 ，加快了科研基地和学科建设 ，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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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取得了突出的社会经济效益 。

主要成效有 ：１畅 科研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 ，

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取得一批高质量的自主

知识产权 。从 １６个考核的团队项目来看 ，短短

两年左右时间内 ，专利申请达到 １２３项 ，其中发

明专利 １１７项 ，占总数的 ９５畅１％ 。本次考核的团

队项目 ，在完成项目的同时 ，积极争取其他相关

项目 ，承担国家级项目 （包括 “９７３” 计划 、

“８６３” 计划 、国家攻关项目 、国家基础研究项目

等） ５５项 ，获资助经费４ ６６０畅５万元 。发表大量

论文 、专著 ，众多成果获奖 。据统计 ，这 １６个

团队项目共发表论文 ９５５篇 ，其中 ４９５篇被 SCI 、
EI 、 ISTP三大索引收录 ，论文被正面引用２ ３３０

人次 。 ２畅 打造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 ，为自主创

新积蓄了力量 。 ３畅 一批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 ，产品科技含量高 、效益好 。 ４畅 加快了一批科

研基地及学科建设 ，为广东省自主创新营造了重

要平台 。 ５畅 推动了学术交流 ，加强了国际合作 。

６畅 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保障了项目

的顺利实施 。

出版了 ３期 枟广东基础研究简讯枠 ，较好地

宣传了广东省 、国家及其他省 （市） 基础研究的

政策措施和优秀科研成果 ，介绍广东优秀科研基

地 、研究团队和人物风采以及国际 、国内基础研

究动态 ，引领和推进广东基础研究 。

部分基金项目介绍

【发现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 　近年

来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上升 ，由此带来

的温室效应等后果 ，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

因此 ，了解全球碳源 、碳汇的分布 、动态及机

制 ，就成为各国科学家研究的重点 ，也是重要的

政治和经济问题 。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１６日旨在遏制大

气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 枟京都议定书枠 正式生效

后 ，各国生态学家更加致力于碳汇 、碳源的研

究 ，以期最大限度地减轻本国履行 枟京都协议

书枠 的压力 。

过去几十年 ，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气

候变化 、土地利用对碳循环时空动态的影响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 ，但仍不能确切解释碳排放与碳吸

收的收支不平衡的现象 ，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

未知汇 （missingsink）。
“成熟森林碳循环趋于平衡” 是现今大量生

态学模型的基础 ，成熟森林在全球碳循环研究中

一直被看作 “零碳汇” 系统 。成熟森林土壤有机

碳长期动态尚未见报道 。在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周国逸及其同事对广东鼎湖山自然保

护区内成熟森林土壤有机碳进行了长达 ２５年的

观测 ，发现该森林 ０ － ２０厘米土壤层有机碳贮量

以平均每年每公顷 ０畅６１ 吨的速度增加 。 SCI‐
ENCE和 NATURE认为该研究奠定了成熟森林
作为新的碳汇的理论基础 ，为寻找未知碳汇提供

了思路 ，并有力冲击成熟森林土壤有机碳平衡理

论的传统观念 ，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界对现有生态

系统碳循环过程的看法 ，将催生生态系统生态学

非平衡理论框架的建立 。该重大发现将从理论和

方法上对全球碳循环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为我国

履行 枟京都协议书枠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大理

论依据 。

“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 被评为

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之一 ，排位

第三 。

【破解世界数学百年难题之 “庞加莱猜想”】 　国

际数学界关注了上百年的重大难题 ———庞加莱猜

想 ，终于被科学家完全破解 。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３日 ，

哈佛大学教授 、著名数学家 、菲尔兹奖得主丘成

桐在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宣布 ：在美 、

俄等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中山大学朱熹

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

已经彻底证明庞加莱猜想 。

美国出版的 枟亚洲数学期刊枠 ２００６年 ６月号

以专刊的方式 ，刊载了长达 ３００多页题为 枟庞加

莱猜想暨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 ：汉密尔顿 ·佩

雷尔曼理论的应用枠 的长篇论文 。 １００ 多年来 ，

无数的数学家关注并致力于证实庞加莱猜想 。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初 ，美国数学家瑟斯顿教授因为得

出了对庞加莱几何结构猜想的部分证明结果而获

得菲尔兹奖 。之后 ，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在这个

猜想的证明上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 ２００３年 ，俄罗

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更是提出了解决这一猜想的要

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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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汉密尔顿 ·佩雷尔曼的理论 ，朱熹平和

曹怀东第一次成功处理了猜想中 “奇异点” 的难

题 ，发表了 ３００多页的论文 ，给出了庞加莱猜想

的完全证明 。

数学家丘成桐指出 ，这一证明意义重大 ，将

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研究三维空间 ，对物理学和工

程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鼻咽癌易感基因的定位和发现】 　鼻咽癌因高

发于广东地区 ，故有 “广东瘤” 之称 。在众多的

恶性肿瘤中 ，以发病地区来命名的仅有鼻咽癌 。

鼻咽癌这种显著的地区分布特征引起了国内外学

者的兴趣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本地区如此之高

的发病率呢 ？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 。中山大学肿

瘤中心曾益新教授带领课题组进行了为期六年的

研究 ，力图揭开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鼻咽癌高发

之谜 。

为了明确是否存在特殊的 EBV 病毒高致病
性的亚型 ，研究小组花了几年的时间 ，测定了广

东鼻咽癌来源的 EB病毒全长 １７万个碱基的基因

组 。和国际发表的 EB病毒序列相比 ，有约 ２０００

个位点的变异 ，有些变异发生在具有重要生物学

功能的基因上 。

许多研究发现 ，众多的遗传病往往是单个或

几个碱基位点的变异而引起了基因功能改变所导

致的 。人类 ３万多个基因分布在 ３０亿个碱基组

成的染色体上 ，寻找易感基因犹如在茫茫大海捞

针一般 。研究小组运用 “反向遗传学” 的方法 ，

在高发家系中寻找突破口 ，将鼻咽癌易感基因锁

定在 ４ 号染色体短臂上 。 该成果发表在 NA‐
TURE GENET ICS （枟自然遗传学枠） 杂志上 。但

该区域包含 １００ 多个基因 ，长 ２０ 多兆个碱基 ，

要找到确切的变异位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了

契机 ，对该区域的基因重测序进行筛查 ，发现了

一个变异位点 ，在高发家系中绝大多数的 NPC
病人都携带这个变异位点 。通过功能学实验的研

究 ，该变异位点导致了转录因子 AP１结合位点的
形成 ，转录因子 AP１结合上去以后 ，该基因的转

录活性大大提高了 。该基因是个新发现的基因 ，

编码的蛋白和脂类代谢密切相关 ，最近研究发现

脂类代谢相关基因的异常和肿瘤密切相关 。有理

由相信 ，该基因很有可能就是 NPC的易感基因 。

运用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 ，包括生物信息

学 、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等 ，研究小组对鼻咽癌

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 ，鼻咽癌病因的分子机理逐

渐清晰 。研究表明鼻咽癌是多个遗传基因参与 ，

加上病毒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

此项成果不仅使得华南鼻咽癌高发的谜团逐

步被揭开 ，而且为之后研制可以预测鼻咽癌发病

风险的基因芯片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

【基于淋巴细胞再生和克隆性研究的白血病特异

性免疫诊断】 　该研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 T 细胞
受体 （TCR） 基因系列研究 ，了解白血病患者 T
细胞免疫胸腺近期输出功能和外周血 T 细胞增
殖 、 TCR信号通路的一些相关变化情况 ，从根本

上了解白血病患者抗肿瘤免疫功能缺陷的原因 。

研究内容包括建立实时定量 PCR （TaqMan ） 检
测外周血 T 细胞中 δRec‐ψJα‐sjTRECs水平和推
断总体 naive T 细胞含量的方法 ，率先利用半巢

式半定量 PCR技术建立了检测各 TCR Vβ亚家族
TCRVβ‐Dβ‐sjTRECs的方法 ，了解各 TCRVβ亚
家族 naive T 细胞的情况 ，率先建立了实时定量

PCR技术检测白血病病人 TCRζ链基因表达水
平 。通过对 ２００例白血病患者样本的系统分析 ，

提供了白血病患者 T 细胞免疫缺陷的系统新资
料 。本研究结果为白血病患者研究细胞免疫功能

缺陷提供了更高层面的新数据 ，对丰富血液肿瘤

细胞免疫学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同时

该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实体肿瘤和其他免疫

缺陷性疾病的研究 ，对指导临床治疗和建立敏感

的细胞免疫潜能分析和免疫重建的评估系统具有

重要的意义 。

该研究技术可以应用于实体肿瘤 、自身免疫

性疾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及肿瘤化疗后免疫重建

的评价 ，HIV感染和艾滋病免疫治疗效果的评价
等 ，对指导临床治疗和建立敏感的细胞免疫潜

能 、免疫重建的评估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

多个单位与之合作开展相关研究 ，该研究已在国

内产生一定影响 ，其研究意义也将不断受到各专

业研究人员的重视 。

后续研究获得了 “８６３” 计划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 ７个项目的资助 。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和论文摘要 ３１篇 （SCI收录 １０篇 ，核心期刊 １４

篇） ，发表综述 ８ 篇 （SCI收录 １ 篇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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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篇） 。

【农药小分子人工抗原的合成及单克隆抗体制备

研究】 　该项目旨在研究建立小分子农药的免疫

快速检测技术 ，最终开发出相应的快速检测产

品 。针对小分子农药人工抗原的设计合成及单克

隆抗体的制备两大技术难点 ，选取 ３种有机磷或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即首先

针对目的农药分子的不同结构位点和手臂结构设

计合成多个半抗原和人工抗原 ，然后制备其多克

隆或单克隆抗体 ，通过抗体质量的比较 ，探讨抗

原的合成规律及抗原结构与抗体质量的关系 ，为

小分子农药人工抗原的合成奠定理论基础 。

通过研究 ，项目成功设计合成了小分子农药

毒死蜱 、克百威 、乐果的半抗原和人工抗原 ；制

备出抗毒死蜱 、克百威的多抗血清 ，已获得和申

报国家发明专利各 １项 。

研制成功胶体金试纸 ，已在有关检测部门应

用 ，并取得国家专利授权 ；还利用其单克隆抗体

研制出 ELISA试剂盒 ，取得了 ２项国家专利 ，并

通过了广东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鉴定专家

一致认为 ：该试剂盒灵敏 、准确 、稳定 ，明显优

于目前广泛使用的国内外同类产品 ，属国际先进

水平产品 。

【高性能铁基粉末冶金零件成形系列技术及其应

用】 　该项目由华南理工大学李元元教授牵头完

成 ，先后承担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等

课题 。项目成果揭示了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组成 、

组织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建立和完善了该类材料

的设计理论 ，运用该理论 ，实现了以国产元素粉

末取代进口预合金粉末 ，在保证零件达到同一性

能水平的基础上 ，降低材料成本 ５０％ 以上 。通过

对铁基粉末成形过程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 ，揭

示了温压致密化机制 ，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温压成形核心技术 ，为该类材料及零件实现高

致密 、高性能 、高精密化提供了新颖的理论基础

和技术指导 。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两类温压成形设备 ，并应用于工业化生产 ，

提升了我国粉末冶金成形装备的技术水平 。研制

出两大类 ５种高性能铁基粉末冶金材料 （含复合

材料） 及其 ３００余个品种的零件 ，经国家授权机

构检测与国际联机检索证明 ，其主要技术性能和

精密成形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为我国粉末

冶金行业的产品升级提供了示范 。发表论文 ３６

篇 （SCI收录 １１篇） 。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陈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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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项 目

工业领域重大项目

【IC设计制造与成套产品开发应用】 　该项目由

硅芯 （肇庆）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珠海江海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香港荣华有限公司和广州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共同承担 ，项目已完成验收 。

该项目解决了中国 CD／DVD 行业无核心技
术的难题 ，在广东研发并量产 CD／DVD 光学头
上的芯片及光学头 。珠海江海电子股份公司研发

中国第一个车载 DVD 光学头上的 HFM 芯片 ，

并申请 DVD HFM 芯片的中国发明专利 。 ２００６

年 ２月 ，硅芯 （肇庆） 公司研发的 SL５００２芯片
与江海公司的 DVD光学头匹配成功 。

硅芯 （肇庆） 公司在 DVD光学头芯片这个
关键领域上获得了重大突破 ，该芯片的研发成功

填补了国内不能生产 DVD光学头芯片的技术空
白 ，并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上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还获取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提高了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新型 TFT液晶显示驱动芯片】 　该项目由深圳

创维 — RGB电子有限公司和天利半导体 （深圳）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项目已完成验收 。该项目主

要研究中大尺寸 TFT （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
晶体管） 、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
器） 显示驱动芯片 ，此芯片广泛运用在电脑液晶

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液晶电视 、便携式 DVD
等电子消费类产品上 。

该项目突破了三个关键技术 ：１畅 低功耗 ：在

电路设计方面进行优化 ，使得电路模块的静态电

流和动态电流变低 ，实现低功耗的目的 ，对整个

TFT 显示系统带来很多益处 ； ２畅 超小型 ：在满

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尽量减小晶体管的尺寸 ，

减小芯片管芯面积 ；３畅 静电保护电路 ：内置静电

保护电路 （保护范围 ８KV） ，保护芯片正常使用 ，

避免由于外界很高的静电击穿芯片 ，并得到良好

的显示效果 。

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液晶显示国产化

核心部件缺乏的问题 ，促进了国内产业链的形成 ，

加强了创维掌握液晶电视的核心技术并取得了经

济效益 ，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和市场推广前景 。

【综合联动线速程控网络安检机的研发】 　该项

目由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天时软件有限公司共同承

担 ，项目已完成验收和成果鉴定 。

该项目是面向高端用户的高性能 UTM 设
备 ，具有综合联动的 、可扩展的 、高吞吐线速的

恶意行为抵御 、恶意代码抵御 、恶意数据抵御功

能及网络隔离 、内网管理等功能 ，提供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端网络安全产品 。

该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１畅 研究 IXP２８５０网络
处理器硬件 、软件开发系统平台 ；２畅 研究和分析

现有的各类网络入侵攻击方法 ；３畅 研究和分析基

于网络处理器的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的实现技

术 ；４畅 研究适合于 IXP２８５０网络处理器环境的网
络入侵检测方法 ，主要包括设计短规则体系 、检

测算法设计 、包过滤算法设计等 ；５畅 研究网络处

理器环境下多微引擎多线程的超级流水线并行处

理技术 、入侵检测算法的并行化设计 ，实现线速

处理要求 ；６畅 在 Intel的 IXA SDK仿真网络处理
器环境下实现 “综合联动线速程控网络安检机”

的微代码框架模型 。

该项目已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 ，后续将对完

成的安检机框架程序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直至达

到项目预期设计性能和指标 。

该项目引入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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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规则 、 “主 —僚” 体系 、超引擎流水线技术 、

基于僚机的流过滤技术 、状态与行为模式技术 ，

快速内容匹配与网络全文搜索方法等 。研制的产

品为高端网络安全设备 ，属于新一代高性能网络

安全产品 ，为多功能联动的线速处理与可扩展性

的解决找出了一条新路 。

该项目填补了国内高性能 UTM 系统的空
白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已获得 １ 项发明专

利 ，发表 １０篇论文 。

【世恒 S／A系列安全电脑】 　该项目由中国长城

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已完成成果

鉴定 。

该项目主要解决数据存储安全问题 ，核心技

术是具有软硬件模块构成的嵌入式数据保护 、数

据加密与网络隔离等安全处理系统 。已研发 、集

成了一个嵌入式智能处理系统的硬盘 ，包括处理

器 、微内核操作系统和存储器 ，具有逻辑加密功

能 ；硬盘可以通过强制磁头偏置 ，形成负磁道 ，

实现硬盘镜像和保护功能 ；硬盘配有外部网络隔

离卡 ，实现单硬盘 ３网隔离功能 ；抗雷击的计算

机系统 ；系统增强了防电磁辐射 。

该项目的世恒 S／A 系列安全电脑通过了公
安部的测试并获得了公安部销售许可证 ，获得了

军用信息安全产品 C ＋认证 ，通过了信息产业部

信息安全产品检测中心的测试 、国家实验室的防

雷击测试获得了国家 CCC 认证 。生产体系通过

了 ISO９０００ ∶ ２０００的体系认证 ，环境保护方面通

过了 ISO１４０００ 认证 。该项目已申请专利 ２ 项 ，

授权专利 ４项 。

该项目已经进入市场推广和销售阶段 ，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面向珠三角典型行业应用的嵌入式系统公共技

术平台】 　该项目由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

司联合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大讯通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

项目实施包含两大任务 ：一是为建立一库三

平台等技术环境进行相关技术研究工作 ；二是嵌

入式系统公共技术资源建设及服务中心的建设实

施工作 ，包括本项目技术资源为社会提供公共服

务必须配套的服务平台 （网上服务）、相关开放

服务实验室 、培训中心等配套服务机构及平台的

建设 ，公共服务业务的建设以及相应技术支持队

伍的建设等 。

该项目对行业的带动作用 ：１畅 建立的集成开

发平台环境 、集成测试平台环境 、公共技术资源

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明显降低了企业嵌入式应

用软件产品研发 、质量保障的成本 ，降低企业创

业及发展的门槛和风险 ，缩短了企业产品研发 、

产品定型转入规模生产的时间 ，加快产品面市 、

推广 ，为企业产品开发 、测试过程的规范化和工

程化能力的提升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 ；２畅 建立的

公共技术资源综合服务门户平台很好地支持了嵌

入式公共技术平台 、资源网上 ASP模式服务运
作 ，通过网上服务方式把相关资源及服务迅速覆

盖到珠三角及广东其他地区 ，惠及广东广大企业 。

该项目已申请 １０项发明专利 ，发表论文 ９

篇 ，并取得 ６ 项软件著作权 ，获得 ２ 个省级奖

项 。课题成果获得首届广东软件创新大赛优胜

奖 、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奖金奖 。

【中低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该项目由深圳迈

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已完成

验收 。

该项目主要研发 、制造医学检验中最常用的

大型分析仪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该仪器涉

及光 、 机 、 电 、 控 、液 、热工 、 软件 、 临床化

学 、新材料 、新工艺等多种学科技术 ，是一个高

技术 、精密型 、全自动的复杂系统 。面向的客户

为国内二级和一级医院 。项目已完成全部的技术

指标和经济指标 ，并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包括

高性能分光测量系统技术 、微量检测和精密加样

技术 、系统软件和嵌入式控制软件等方面 ，共申

请 １０项国际及国内专利 ，其中 ８项国内专利已

获授权 ；获 １项软件著作权和 １项计算机软件产

品登记 ；培养人才 ３９人 。所研发的中低端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取得 SFDA 和 CE认证 ，并且实现

了批量生产和销售 。

全自动生化仪 ２００６年实现销售额５ ０００多万

元人民币 ，并向国家上缴税金 ８００多万元 。该产

品有效打破跨国大公司的垄断地位 ，降低产品的

价格 ，减轻病人负担 ，为中国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与患者提供更有效的 、高质量的医疗手段与服

务 ，带动整个国家全自动生化仪行业乃至医疗器

械产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 ，在该项目基础上 ，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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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公司作为主持单位 ，起草了 枟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行业标准枠 ，并已完成了报批 ，促进了国家行

业标准与法规的建设与完善 。

【面向知识的系统整合与运行支撑平台】 　该项

目由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广州市京华

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市赛百威电脑有限公司 、华

南理工大学共同承担 。

研究开发内容包括数据层整合 、软件平台层

整合 、应用层整合 、界面层整合等内容 。该项目

实施符合现在信息化行业内最先进的 “面向服务

架构 （SOA） 的原则” ，在广东省软件行业领域

起到了很好的技术带头作用 。通过一批信息化建

设项目的实施 ，满足了行业客户的潜在需求 ，给

软件行业内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开发平台 。该

项目提供了整合开发平台 ，提供了周期短 、质量

高 、成本低的企事业应用软件产品的开发平台 ，

让先进软件企业长期积累的软件开发信息资源能

为广大应用开发企业共享 、学习 ，提升了广东省

软件行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整体水平 。采

用平台开发的软件企业 ，可以减少 １／３的工期 ，

平台已经应用于政府 、教育 、电信等行业 ，初步

在市场上得到了一定的市场效应 ，已经取得销售

收入上千万元 。该项目对促进广东省软件行业产

业链 、产业集群的形成 ，提高本省软件行业的整

体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有积极的意义 。

【数字化高效高性能多层共挤包装膜吹塑成套装

备】 　该项目由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联合

华中科技大学及汕头大学共同承担 。主要研究整

线数字化集成控制关键技术 ，包括 ：１畅 数字化薄

膜在线测厚和控制技术 ；２畅 数字化膜泡自动控制

技术 ；３畅 数字化喂料自动称重技术 ；４畅 数字化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 。主要解决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FCS） 技术与各子控制系统的集成控制技术 ，最

终使数字化高效高性能多层共挤包装膜吹塑成套

装备的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填补国内空白 。

该项目已获得授权专利 ３项 ，论文 ３篇 。

该项目已完成了数字化薄膜在线测厚和控制

技术方案设计 、数字化膜泡自动控制技术方案设

计 、数字化喂料自动称重技术方案设计 、数字化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方案设计等方案的评审验证 ，

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单项试验等 。项目的实施过

程促进了企业内部其他相关产品的技术提升 ，使

产品的总体技术水平有更大的提高 。

【人工智能胰岛素泵的研制及产业化】 　该项目

由珠海福尼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承担 。人工智能

胰岛素泵是由复杂的软件程序控制运行的机电一

体化产品 ，该项目在机械部分设计上做到了传动

精度高 、噪音低 、传动效率高 、储药器的密封性

能好 、液体残留量小 ；硬件电路控制设计上做到

功耗低 、控制安全可靠 ；在程序设计上做到逻辑

清晰 ，算法准确 ，控制安全有效 。

该项目已完成了广东省企业产品标准 “胰岛

素泵” 的编写 ；完成胰岛素泵外形设计 ，并着手

申报外观专利 ；完成胰岛素泵塑料外包装外形设

计和注塑模具的设计及加工工作 ，并着手申报外

观专利 ；胰岛素泵泵体各部件的机械设计及模具

设计已完成 ，注塑模具的加工已进入最后的微小

调整阶段 ；采用新材料和点啮合的齿轮箱已经完

成了全部设计 ，产品样品已经进入最后的确认和

测试阶段 ，从现阶段的测试来看 ，其使用寿命 、

传动效率及运转时噪音优于预期的技术指标 ；泵

体的密封采用超声波焊接技术 ，已完成各项设

计 ，密封件的模具设计加工完毕 ，储药器的设计

和模具的设计加工均已完成 ，测试结果优于预期

的设计技术指标 ；电子电路部分已完成硬件电路

的设计和电子元器件的选型 、样件确认 ，并且经

过论证后已经定购 １００套产品所需电子元件 ；控

制程序的设计基本架构已完成 ，餐前大剂量向导

模式算法和适合国人的体内残余活性胰岛素算法

模型已建立 ，进入最后的论证和修正阶段 ，其他

功能已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此外 ，泵体密封的焊

接模具已设计加工完毕 ；该项目进展顺利 ，已获

得 ６项发明专利 ，形成 １项技术标准 ，吸引人才

２２人 ，培养人才 １１人 。

【E －CUV电动轿车轻量化车身研发与产业化】

该项目由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联合中山大学

及广州市启威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

主要研发的内容为 ：以某款纯电动汽车开发为背

景 ，进行轻量化车身的结构设计 、力学计算以及

结构优化 ；综合考虑轻量化车身的设计特点和铝

合金材料的焊接特性 ，试验车身焊接方法 ；试制

２ － ３台铝合金车架 ，并应用于某纯电动汽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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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结合现有 １款传统车型 ，研究车身轻量化

的技术途径 。

该项目已完成了 E — CUV 纯电动汽车轻量
化车身的结构设计 、力学计算以及初步优化 。用

替代材料制作了功能样车 ，并布置电机 、电池以

及各种底盘系统 ，以验证结构几何布置的合理

性 。该功能样车在 ２００６年年初进行了试车 ，最

高时速达到 １２０公里 ，结果表明该车架结构设计

合理 ，整车重心低 ，行使稳定 ，操控性好 。现已

开展纯电动汽车铝合金车架工艺的前期准备工作 。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罗海波）

农业领域重大项目

２００６年是 “十一五” 的开局之年 ，广东省农

业领域科技工作按照 “十一五” 规划 ，以提升农

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为目标 ，开展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组织申报 、立项和管理工作 。

２００６年 ，在农产品加工 、食品安全和农业信

息技术 ３个方面有 １８个项目中标 ，投入科技经

费１ ７００万元 ，带动企业和相关研究单位投入研发

经费近亿元 。这些项目涉及花生粕豆粕深加工 、

肉桂油和松香深加工 、天然安全功能性食用色素

开发及产业化 、食源性致病菌和畜禽水产品违禁

药物残留痕量快速检测 、应急食品生产以及农村

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示范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

２００６年农业领域攻关计划共受理农业科技攻

关项目 ７３８项 （不含各地市申报的项目） ，批准

立项 ４３８项 ，安排经费４ １５０万元 。其中重大专项

５个 ，立项项目 ６９个 ，安排经费１ ２３７万元 ；省

直重点引导项目 ２２８个 ，经费１ ９１８万元 ；地市重

点引导项目 １４６个 ，经费１ ０９５万元 。

２００６年组织了水稻 、甜玉米 、蔬菜 、优质黄

鸡 、对虾和能源甘蔗 ６个农产品产业推进重大专

项 ，含 ４３个小项 ，共投入资金 ６３２万元 。这些项

目以新品种 （系） 选育为龙头 ，采用产学研合作

的方式 ，以加工或深加工为终端 ，抓好产前 、产

中和产后产业链一体化的工作 ，有效地解决了研

究开发与产业化脱节的问题 ，延长了农业产业

链 ，为推进广东省农业特色和优势产业的持续发

展构筑了快速通道 。项目经过一年的实施 ，取得

了初步的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 ，产业化项目共培

育和引进选育各类新品种 ６６个 ，推广优质品种

种养植面积 ４３畅３万公顷 ，申请和授权专利 ８项 ，

获得科技奖励 ２项和专利授权 １项 。其中 ，水稻

优良品种推广种植面积 ４２万公顷 ，占全省水稻

种植面积的 ４０％ ；优良甜玉米品种推广种植面积

１畅３万公顷 ，占全省玉米种植面积的 １２畅５％ ；优

良甘蔗种苗生产面积超过 ６畅８９公顷 ，共生产种

苗 ６２万株以上 ，种植优质甘蔗的每亩新增产值

５５畅２５元 ；培育优质对虾种苗 ３０亿尾 ，培训虾农

１畅３万人次 ，带动虾农４ ０００户 ，虾农户均增加收

入６ ０００元 ，新增产值 １畅４ 亿 ，新增利税 ６００ 多

万 ，出口创汇９ ０００多万美元 。

【鱼干制品热泵低温干燥技术及设备的研究与开

发】 　 该项目由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通过对鱼类物料低温干燥机理研究 ，

提出采用低温干燥技术干燥加工鱼干制品 ，已开

发两种产品的低温干燥加工工艺 ———半干咸鱼加

工工艺和半干罗非鱼片加工工艺 ，并通过生产厂

家小试 。结果表明该工艺能完全解决传统鱼干制

品口感过硬 、偏咸和品质低劣 、卫生没有保证等

问题 ，提高鱼干制品的品质和档次 。

该项目已研制出适用于优质鱼干制品干燥加

工的新型高效节能热泵设备主机 ，其脱水效率较

传统热泵提高了 ２５％ ，干燥能耗较传统热泵干燥

技术低 １０％ 以上 ，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带回热

器的热泵干燥机” １项 。采用本项目研制的第一

代热泵低温干燥设备加工半干咸鱼 、半干罗非

鱼 ，无需添加防腐剂和防蝇剂 ，不存在鱼类物料

加工过程的腐烂现象 ，品质 、卫生均符合美国和

欧盟出口标准 ，且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 ，达到了

环境友好加工 ，生态效益显著 。

【应春节开花的兰花新品种选育】 　该项目由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

物园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承担 。

该项目通过杂交 ，选育出 １１个具自主知识

产权的兰花新品种 ，其中 ９个通过了国际兰花新

品种登录 ，包括 ２个大花蕙兰新品种 （Cymbidi‐
um Frigdaas Jin Dorothy 和 Cymbidium Frigdaas
Green King）、 ３ 个石斛兰新品种 （Dendrob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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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gdaas Little Bee ， Dendrobium Frigdaas Red Cat
和 Dendrobium Frigdaas Pink Star） 和 ４个蝴蝶兰

新品 种 （Doritaenopsis Frigdaas Giant ， Dori‐
taenopsis Frigdaas Spring Rose ， Doritaenopsis
Frigdaas Strawberry ， Phalaenopsis Frigdaas Ox‐
ford） ，２个蝴蝶兰新品种通过了广东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 （红霞蝴蝶兰 ，品种审定编号为粤审花

２００７０３ ；红珍珠蝴蝶兰 ，品种审定编号为粤审花

２００７０４）。

在选育出的 １１个品种中 ，大花蕙兰 C畅 Frig‐
daas Jin Dorothy 、 蝴蝶兰 Doritaenopsis Frigdaas
Spring Rose和红霞蝴蝶兰在广州地区种植可应春
节开花 。从引进的兰花资源中 ，筛选出 ６个大花

蕙兰品种 、 ５个春石斛兰品种和 ２个兜兰品种可

应春节开花 。已繁育和推广上述选育或筛选的品

种种苗 ３０多万株 ，示范种植成品花 ５万株 ，取

得直接经济效益 ３５０万元 ，社会效益显著 。

建立大花蕙兰 、春石斛兰 、兜兰的染色体和

分子标记鉴定技术 。对 １８０多份兰花品种和 ５个

杂种后代组合进行了分子标记鉴定和评价 。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１项 ，发表论文 ６篇 ，其中国家级

学报 ４篇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２篇 。

【农业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该项目由广东

海洋大学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仲恺农业技术学

院承担 。

该项目针对目前广东省的气象灾害 、作物病

虫害 、畜禽病害 、水产增养殖病害等农业灾害大

都具有突发性 、区域快速蔓延的特点 ，采用无线

视频音频通信 、信息管理 、数据库 、 GIS 、专家
系统等技术 ，构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

该平台分三大部分 ：疫情采集 、现场监测和灾后

复产指挥系统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灾害专家系

统和专业应用模型 。项目实现了远程无线视音频

实时灾后生产恢复指挥 ，远程无线视音频实时交

互水产病害 、植物病虫害 、畜禽疫情专家会诊 ，

水产病害 、畜牧疫情 、植物病虫害等灾害综合监

测预警 ，水产病害 、畜牧疫情 、植物病预测 、防

治等专家系统以及灾后损失评估 ，农作物有害昆

虫分类及形态发育模型的模拟 。

平台将远程通信 、无线视频 、智能决策支

持 、 GIS 、信息管理等技术 ，以及水产养殖病害 、

畜牧疫病 、植物病虫害防治与监测预警技术集

成 ，远程视音频接入点按照需求进行带宽控制 ，

提供灵活的网络 QoS控制能力 。

【农业固体废弃物快速堆肥及高效生物有机肥研

究与示范】 　该项目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针对广东省农业有机固体废弃物数量

大 、危害多的特点 ，以及堆肥周期长 、无害化程

度低 、产品结构单一等突出问题 ，通过筛选高效

微生物接种菌剂 ，采用微生物接种 、配方复合优

化 、条件规范控制等综合措施 ，研发快速堆肥工

艺和技术 ，确保堆肥安全 、高效 、无臭味 ，并开

发高效生物有机肥 。

该项目重点开展了集约化养殖场的固体废弃

物的研究 ，筛选出由 ７种不同功能微生物菌株组

成的堆肥接种菌剂 ，研究并优化了接种菌剂的发

酵条件 ，取得了该复合微生物接种菌剂小试扩繁

到就地扩繁的关键参数 。基本完成了农业固体废

弃物快速堆肥的技术组合和规范化的快速堆肥工

艺 ，包括堆肥配方优化技术 、二次接种技术 、保

氮技术 、重金属钝化技术 、过程控制技术等 ，实

现了一次堆肥 （高温发酵） 时间缩短到 ７ — １０

天 ，二次堆肥 （陈化后熟） 缩短到 １０ － １５ 天 。

研发出一种生物有机肥产品 ，获得农业部微生物

肥料登记证 ，建立一个规模化养殖场固体废弃物

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示范基地 。

【控制红火蚁扩散传播的关键技术研究】 　该项

目由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农科院 、广东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广东省昆虫研究

所和广东省植保总站承担 。

该项目研究了华南地区红火蚁的入侵 、传

播 、扩散规律 ，明确了其典型传播源为带土花卉

苗木 、草皮和进口废品等 ，调查分析了上述不同

类型传播源传播红火蚁的风险 。对 ５０多个花木

场和多处草坪绿化带的调查结果显示 ，广东带土

园艺植物中近 ３０ 种植物携带红火蚁的风险高 ，

不同生产环境 、不同栽培方式导致红火蚁发生程

度不同 ，探讨了树木影响红火蚁侵染发生的因素 。

项目明确了华南地区红火蚁主要的传播途

径 ，编制完成的管理及技术规范 ，包括红火蚁发

生点／发生区 ，监测区范围划分和管理办法 ，红

火蚁药剂防治技术方案 ，杀虫剂防治红火蚁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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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调查和评价技术方案 ，红火蚁检疫处理技术

规程和国家标准 １ 项 。研制出红火蚁专用药剂

“正舒” 饵剂 、 “红蚁净” 粉剂和对感染红火蚁废

品的无害化处理关键技术 。

该项目紧密结合红火蚁入侵为害和传播的特

点 ，构建了适合中国的先进的红火蚁疫情管理标

准化体系 ；研究成果已在广东广泛推广应用 ，有

效地延缓了红火蚁的传播扩散 ，大幅度降低了发

生区红火蚁种群数量 ，减少了该虫对公共健康 、

安全和生态的危害 。

该项目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红火蚁

取样器和使用方法” （授权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２２７８３ ．４）

１项 。

【高效多抗种猪新品系选育关键技术的研究】

该项目由华南农业大学承担 。

该项目通过对 ３个不同猪种共１ ５９０个样本 ，

从猪的细胞学指标 、免疫学指标及候选基因分子

标记研究猪抗性的选择方法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血常规 １８项 ，蓝耳 、猪瘟 、伪狂犬病毒的抗体

水平 ，血清 IL‐２ 与 IFN‐γ 浓度以及 BF 、 DRB 、
DQB 、 IFN‐γ 、 TAP１基因多态性 ，并初步分析了

它们与猪抗性的相关 。同时 ，项目研究了在不同

猪种中 ESR基因作为繁殖性状的标记效应 ，发

现不同日龄大部分血常规指标存在显著差异 ，血

清 IL‐２与 IFN‐γ浓度及各种细胞指标之间分别存
在着强相关 ，蓝耳抗体 、 IL‐２ 、 W‐SCC 和 W‐
LCR基本上反映了实验群体的健康水平 。研究共

发现 １２个基因多态性的差异 ，BF 、 DRB和 DQB
具有广泛的多态分布 。 BF基因可能是影响猪蓝
耳抗体 、 IL‐２ 、 W‐LCR 、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指

数的主效基因 ，TAP１和 IFN‐γ基因也可作为猪
抗病育种中与免疫性状相关的候选标记基因 。在

长白种猪群中 ，不同 AA 和 BB基因型的个体产
活仔数相差 ０畅８２头 。

该项目在种猪抗性选育的关键技术上有重要

创新 ，发现了部分免疫指标和分子标记可作为种

猪选择手段 ，正申请专利技术 ２项 。该项目的研

究可为高产抗性的种猪新品系培育提供关键技术

解决方案 。项目技术的应用可使平均每头种猪年

提高产仔数 １畅１头左右 ，抗性品系的培育可大大

减少疾病发生率 ，提高成活率 ，预计 １个养殖 ５

万头猪的猪场可增效 １６０万元以上 ，同时对减少

猪场用药 ，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

【凡纳滨对虾抗白斑综合症病毒新品种选育】

该项目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担 。

该项目收集和保存了 ５个凡纳滨对虾良种选

育基础种群 ，各个种群在生长和抗白斑综合症病

毒 （WSSV） 方面有所不同 ，并已开始应用到品

种选育过程中 。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０６年进口亲虾

和选育对 WSSV敏感家系亲虾形成的后代家系对
WSSV敏感 ，感染死亡率 ９３％ — １００％ ，而经过

抗病亲虾选育的对虾成活率在 ３５％ — ９０％ ，表现

出明显的抗 WSSV特点 ，而且家系投喂感染和注

射感染的抗 WSSV的程度基本一致 。在国际上首

次选育出具有明显抗 WSSV的对虾品系 。开展了

２个凡纳滨对虾抗病功能基因研究 ，已经鉴定了

C型凝集素是抗WSSV的基因 。在国际上首次阐

明了 C型凝集素抗 WSSV的机理 。已开展了５个

家系的杂交选育 ，确定了 ２个生长快和抗 WSSV
的杂交组合 。

该项目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 ３篇 ，待发论文

２篇 。

【超高产 、高油型花生新品种选育】 　 该项目由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自主开发了花生栽培种２ ０００条 SSR
引物 ，构建 ５个花生栽培种遗传作图群体 ，在国

内外率先构建含有 １７９个 SSR标记 ，涉及 ２１个

连锁群的花生栽培种遗传图谱 ，并首次完成花生

高油性状和 ７个产量性状 （单株果重 、饱果数 、

分枝数 、株高等） 基因定位的 QTLs分析 。研制

出产量比对照种增产 １５％ 以上的超高产育种材料

１１个 ，其中超高产 、高油 （５５％ 以上） 的育种材

料 ３份 ；培育出超高产 、高油花生新品种 ５个 ，

其中 １个品种通过国家花生品种鉴定 ，４个品种

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已育成的花生新品

种在广东省大面积推广应用 ， “粤油 ７” 每年在广

东内省播种面积占全省花生播种面积的 ２０％ 以上 。

该项目研制出花生无损伤油份快速检测技

术 、花生高油育种技术 、花生高蛋白育种技术 、

花生超高产育种技术以及花生节水抗旱育种技术

等 ５项花生育种新技术 ，３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１项技术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２

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受理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６２１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发表学术论文 ３１篇 ，其中 SCI论文 １篇 。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斯 　恒）

社会发展领域重大项目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在社会发展领域组织了

“珠江流域水体污染的整治 、调控关键技术” 和

“生物制药与中药现代化” 项目招标的调研工作 ，

并开展粤港关键技术突破招投标 。在社会发展领

域共安排 ５个重大科技专项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

术专项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专项 ，饮

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专项 ，近海生物资源与环境控

制专项 ，重大疾病防治研究专项 。

【城市污泥处理处置关键技术成套化与资源化研

究】 　该项目由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承担 。

采用 FO 造粒梯度脱水技术对污泥进行脱
水 、投加含硫生物制剂对重金属进行固定 、筛选

优势菌株 、提高好氧消化性能等技术 ，以较低的

成本生产高效 、无害的有机肥 ，并将这些高效肥

应用到城市园林绿化及道路绿化中 ，解决了污泥

的资源化利用问题 ，有效地防止了污泥的二次污

染 ，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关键技术包括 ：１畅 污泥脱水技术的研发 ：采

用自主开发的 FO造粒梯度脱水技术进行脱水 ，

使污泥含水率降到 ５５％ 左右 ；２畅 污泥中重金属的

固定 ：在污泥中添加含硫生物制剂 ，利用硫酸盐

还原菌的作用 ，使之与重金属反应形成难溶的硫

化物 ，从而达到使污泥中的重金属无害化的目

的 ；３畅 高效优势菌株的筛选及菌群的构建 ：筛选

具有高效处理性能的优势菌株 ，进而利用现代发

酵工程技术生产大量的酶 ，并将其应用到污泥的

高温好氧堆肥中 。

【珠江三角洲重金属污染农田的综合修复技术】

该项目由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地矛盾突出 、

农田土壤重金属 （Pb 、 Cd） 污染较为严重的现
状 ，研究重金属 （Pb 、 Cd） 污染农田土壤的修复
机理和技术 。项目以现有的重金属修复技术为基

础 ，结合地区土壤特性 、农业生产状况和重金属

污染特点 ，研究适宜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农田

土壤的养分管理技术 、农艺修复技术 、植物高效

修复技术和生态修复技术 ，探索各项修复技术的

最佳应用模式和关键技术 ；利用田间试验进行技

术的表证和优化 ，把提高土壤质量 、保持土壤生

态功能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有机结合 ，构建

珠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农田土壤的生物 —生态 —农

艺措施相结合的修复技术体系与生产模式 ，达到

高效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的目的 。通过对技术进

行有效集成和示范 ，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

提供农产品安全生产环境 ，保障农田土壤的可持

续利用 ，促进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同时也可以为东南沿海农业集约化程

度较高的类似污染地区的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

术支持 。

【新丰江水库水质生态保护技术研究】 　该项目

由省科学院广州地理所承担 。

该项目在水库 、库区和流域 ３个层面上 ，从

区域生态监测 、生态修复的角度出发 ，针对植被

质量不高 、水土流失加重 、面源污染增加 、水质

受到威胁等存在问题 ，开发和集成应用适宜上游

地区水库的水质保护生态技术 ，以保证作为重要

水源地的新丰江水库的水量和水质状况的长期

稳定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１畅 利用遥感与 GIS 技
术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和监测 ；２畅 库流域不

同区域的植被建设适用品种和群落系统配置的选

择 ；３畅 区域边坡水土流失的快速治理 ；４畅 流域

面源污染治理的应用及示范 。

初步完成了水库流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动

态监测 、库区水质的采样分析 、水源林的树种选

择与林型植被结构配置 、流域面源污染治理示范

点的选择和构建等工作 。

【饮用水源水中重金属去除关键技术及安全保障

产品】 　该项目由暨南大学理工学院承担 。

该项目采用最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新型高效聚

合硅酸复合盐混凝剂 ，适合处理微污染饮用水源

水 、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去除 ，如重金属离子 、

藻类以及工业废水中乳化油等污染物 。其特点是

在混凝过程中 ，具有形成的矾花大 、沉降速度

快 、混凝效果好 ，尤其在低温 、低浊的自来水源

７２１重 大 项 目



水混凝处理过程中 ，具有优良的混凝沉降性能 。

与聚合氯化铝和聚合硫酸铁相比 ，该新型混凝剂

克服了铝盐的矾花细小 、沉降慢 、易 “跑矾” 和

残留铝的严重缺点 ，同时避免了因在自来水中使

用铁盐而使水色度偏高的不足 。另外 ，该新型高

效水处理材料的又一特点是可以根据处理水质的

变化 ，而进行相应的配方调整 ，分别生产不同特

性的相应产品 ，以分别满足低浊 、高浊水 、不同

温度 、不同重金属种类 、不同水质的处理要求 。

新型高效净水剂聚合硅酸复合盐混凝剂是在

常温常压下 ，将多种高价离子经多元共聚而成的

一种无机高分子液体净水剂 。在生产和使用过程

中 ，无三废排放和二次污染 ，属于绿色水处理产

品 。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其技术水平居国际

领先地位 。

【中药全过程低温制备技术及成套设备】 　该项

目由广州泽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

该项目研制的整机式成套机电一体化设备由

预处理 、低温提取 、多级精分 、低温浓缩 、自控

５个单元系统组成 ，通过压差变化进行低温提取

相关化学成分并进行精制获得澄清浓缩液 ，填补

了中药 、天然植物药全过程低温提取技术及设备

空白 。具有五高一低的特点 ：提取效率高 ，连续

式生产效率高 ，质量可控性高 ，自动化程度高 ，

资源利用率高 ，综合成本低 。已申请相关发明专

利 、实用新型专利各 ２项 ，授权 １项实用新型 。

【肾小球疾病免疫发病机制及治疗干预系列研究】

该项目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担 。

肾小球疾病是终末期肾衰竭 （ESRD） 的主
要病因 ，该项目探讨其免疫发病机制并进行干预

治疗 ，对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 、减少 ESRD发生
率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研究揭示了在 OPN 、

MIF 、 RANTES 等 细胞 因子 作 用下 ，通 过

p３８MAPK 、 NF‐kB及 CaN 等信号调控 ，M Φ 在

肾组织聚集 、增生和活化 ，导致炎症持续和放

大 。抑制炎症细胞浸润及增生是 “改进的 CTX
静脉冲击疗法” 的主要疗效机制 。发表科研论文

９３篇 ，其中 SCI收录论文 １４篇 ，被国际期刊引

用 ３４１次 ；研究成果被国内近 １００家单位应用 ；

获发明专利 １项 ；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１

篇 ；临床研究方案被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材

枟内科学枠 第五 、六版应用 。经鉴定 ，该成果总

体上达国际先进水平 ，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

【葡萄膜炎发生及慢性化机制 、诊断和治疗的研

究】 　该项目由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承担 。

该项目主要进行葡萄膜炎发生及慢性化机

制 、诊断和治疗研究 。根据 Hospital‐based研究
发现和归纳出我国葡萄膜炎的病因类型分布规律

及致盲特点 ；发现我国 VKH综合征和 Fuchs综
合征有独特临床特征和进展规律 ，建立起诊断和

分期标准 ；根据炎症类型 、特点 、分期制定出系

列治疗方案 ，为来自 ３２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来

自美 、英等 ９个国家的患者挽救了视力 。发表文

章 ６８篇 ，SCI收录 １６篇 ，著作 ２部 （２０４万字） ，

国内外正面引用 ２７０ 余次 。项目达国际先进水

平 ，一些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对我国葡萄膜

炎研究和学科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

研究获得以下成果 ：１畅 发现眼组织存在不同

的免疫细胞 、共刺激分子等阳性细胞 ，揭示出眼

内免疫微环境稳定和葡萄膜炎发生的分子和细胞

学基础 ；２畅 阐明淋巴细胞 Fas／FasL 表达紊乱所
致抗凋亡能力增强是人葡萄膜炎慢性化重要机

制 ；３畅 在国际上首次建立起在活体眼观察眼前段

细胞死亡方法 ，揭示出炎症细胞凋亡是动物葡萄

膜炎迅速消退的重要机制 ；４畅 从 T‐bet角度阐明
葡萄膜炎是 Th１细胞介导的疾病 ；５畅 发现 ３种分

子 （GATA ‐３ 、 Tim‐３ 、 IDO） 在前房相关免疫偏
离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６畅 发现一类新的调节性

T细胞 （PD‐１ ＋ T细胞） 在前房相关免疫偏离中

起重要作用 ；７畅 揭示出抗原特异性 CD８ ＋ T 细胞
缺乏粒酶 B是 CTL受抑制的一个重要机制 。

【基于卫星遥感的珠江口咸潮预测技术】 　该项

目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承担 。

咸潮是集气象 、水文与海洋于一体的综合问

题 。该项目研究从气象角度出发 ，分析珠江流域

降水时空变化 ，从而计算出珠江口各入海点的径

流 。在咸潮活动规律及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

上游径流的预测计算 ，建立一维珠江三角洲河网

水动力 ———盐度模型 。从海洋角度出发 ，建立

“珠江河口潮汐潮流 ＋ 冬季风” 三维模式 。在现

有河网 、河口地形的基础上 ，结合径流计算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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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一维模型及珠江河口冬季三维动力模式 ，建立

一 、三维连接的咸潮预报模式 。通过研究珠江流

域降雨及径流 、珠江口海洋动力 、珠江三角洲咸

潮活动规律及影响因素 ，发展珠江三角洲咸潮预

报模式 ，研发基于遥感的咸潮预测技术 ，为发展

珠江口咸潮预测技术服务 。

【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老年痴呆症海洋

新药苯乙醇苷胶囊的研制】 　该项目由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对南海特有的两种红树植物 ———老鼠

簕和浒树采样 ，进行苯乙醇苷化合物分离和结构

鉴定 ，研究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和药理

活性特征 ，筛选显效的苯乙醇苷类的药物活性先

导化合物 ，结合民间用药经验和现代中草药研究

成果 ，研究具有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显效 、

可控 、无毒副作用的抗老年痴呆药物 。

该项目重点突破了两方面关键技术 ：１畅 苯乙

醇苷药物活性先导化合物特征及其理化性质分析

技术 ；２畅 苯乙醇苷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及其生物利

用度或溶出度研究技术 。

【大规模贝藻养殖与近岸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技术】 　该项目由汕头大学承担 。

该项目重点研究以深澳湾 、达濠海域为典型

代表的海湾型 、河口型两大主要海洋环境的修

复 。选取具备环境修复和经济价值双重意义的大

型海藻和海洋贝类 ，采取不同海藻和贝类种类 、

密度搭配以及与养殖季节和周期相结合的主要修

复模式 ，建立包括养殖生物 、浮游生物 、底栖生

物以及微生物 、水体水质 、沉积物等生态系统检

测指标体系 ，进行生态系统调查分析和养殖生物

效应分析 ，形成可应用转化的养殖技术与模式 ，

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养殖修复示范工程 。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陶

练敏 　王玉龙 　李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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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及产业化

重点新产品计划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有 ３９５家企事业单位的 ４７９

个项目列入省重点新产品计划 ，其中 １２５项列入

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计划 ，居全国第三位 。有 ３５

个项目 （含深圳） 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财政补助

经费 ８７０万元 。

这些项目涉及人口与健康 、信息产业与现代

服务业 、材料 、制造业 、能源 、资源和环境 、农

业 、交通与运输 、公共安全等十多个产业领域 ，

其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光机电一体化 、新型材

料 、电子与信息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生物技

术 、医药与医学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 ，超过总量

的 ９０％ 。

据对 ３８７ 项省重点新产品项目 （不含深圳

市） 的统计 ，从技术水平看 ，达国际领先水平产

品 ４１项 ，约占 １０畅６％ ；达国际先进水平产品 １０３

项 ，约占 ２６畅７％ ；达国内领先水平产品 ２１２ 项 ，

约占 ５４畅８％ ；达国内先进水平产品 ３１项 ，约占

８％ 。

在列入计划的项目中 ，有发明专利产品 １００

项 ，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１２２项 ，其他专利 ２１项 ，

专利产品总数约占计划项目的 ６２畅８％ ；从项目的

创新性看 ，首创的项目 ２３２项 ，有重大改进的

１２０项 ，较大改进的 １８ 项 ，消化吸收的 １７ 项 ；

从技术来源看 ，采用国外技术的 １６项 ，国内技

术 ３０项 ，自有技术 ３４１项 ；从技术产权及使用

方式看 ，单位独立开发的 ３３５项 ，合作开发的 ２３

项 ，通过技术转让的 ９项 ，技术许可的 ４项 ，与

技术持有人合作生产的 ６项 ，可见这批项目创新

性强 ，技术水平高 ，大部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从计划组成看 ，列入国家计划 １６项 ，约占

４畅１％ ；列入部门计划项目 ６项 ，约占 １畅６％ ；列

入省市计划项目 ４８项 ，约占 １２畅４％ ；企业自行

开发项目 ３１７项 ，约占 ８１畅９％ 。

这批新产品计划项目 ，总投入 ３７畅２３亿元 ，

产品研发投入 １７畅０２亿元 ；实施一年后 ，预计年

产值可达 ３３３ 亿元 ，销售额 ２４０畅８８ 亿元 ，创汇

４畅８８亿美元 ，新增税额 １２畅６１亿元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科技成果登记

２００６年省科技厅对符合科技成果登记条件的

６２２个项目进行科技成果进行登记 ，并分批在

枟广东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枠 刊物和广东金科网

上向社会公布 。在登记的科技成果中 ，应用技术

成果 ５７０项 ，占登记总数的 ９２％ ；基础理论成果

４５项 ，占登记总数的 ９％ ；软科学成果 ６项 ，占

登记总数的 ２％ 。

这些登记的应用技术成果中处于初期阶段的

３５项 ，中期阶段的 ８６项 ，属成熟应用阶段的 ４４９

项 ，占成果登记总数的 ９２％ 。达到国内同类技术

（或产品） 领先水平的成果有 ４３１项 ，占登记总

数的 ６９％ ，其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 ３７项 。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由企业完成的项目有 ２９９

项 ，占 ４８％ ；医疗机构完成的项目 ９０ 项 ，占

１４％ ；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完成的项目 １７９ 项 ，

占 ２９％ 。已取得各种专利授权的 ２８１个项目中 ，

有 １９９个是企业取得的 ，占 ７１％ ，企业获得专利

项目比上年增长 １畅１％ 。

应用技术成果经济效益明显 ，在 ５７０项应用

类科技成果中 ，有 ５４９项成果已得到应用 。产生

经济效益项目数为 ２３４项 ，其中企业完成的项目

为 １７７ 项 ，占 ７６％ 。 这些项目共实现净利润

２０５畅９８亿元 ，实交税金５９畅８亿元 ，出口创汇２０畅２

０３１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亿元 ，节约资金２５畅８６亿元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 　丹）

科 技 奖 励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共

１９项 （通用项目） （见表 ５ ３ １） ，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奖 ２项 ，技术发明奖 １项 ，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 １５项 ，国际科技合作奖 １项 ，广东省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 ７项 。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技奖共受理 ５９个部门和专家

推荐的省科技奖项目 ７５１项 。根据 枟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奖励办法枠 及其 枟实施细则枠 的规定 ，经

省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２２个学科 （专业 ）评审

表 5 3 3 1 　 2006年度广东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奖励类型

１ P珠江三角洲环境中毒害有机污染物

研究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２ P神经元 N 受体及其失敏态的药理
毒理和病理生理学特征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３ P新头孢菌素 ———头孢硫脒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技术发明二等奖

４ P中国橡胶树主栽区割胶技术体系改

进及应用
广东省农垦总局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５ P杉木遗传改良及定向培育技术研究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６ P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

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

所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７ P我国海域地质与资源调查评价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８ P塑料动态成型加工技术与装备 华南理工大学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９ P铜冷却壁制造与应用 汕头华兴冶金备件厂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０ i混凝土桥梁施工期和使用期安全控

制的关键技术
佛山市交通发展总公司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１ i广州地铁二号线节能 、环保和安全

技术集成与应用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广州市地

下铁道设计研究院 ，广州复旦奥特

科技股份公司 ，广东兴发集团有限

公司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２ i大规模复杂生产过程智能调度与优

化技术研究及应用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３ i葡萄膜炎发生及慢性化机制 、诊断

和治疗的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４ i肾小球疾病免疫发病机制及治疗干

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５ i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院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３１科技成果及产业化

３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奖励类型

１６ i城市道路智能交通系统理论体系 、

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７ i饮用水质安全风险的末端控制技术

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８ i数据业务管理平台设计与开发 卓望数码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９ i英格玛 ·恩博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国际科技合作奖

组的 １６５名专家评审 ，通过书面 、会议和答辩等

程序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各等级初评候选项

目 ，并向省科技奖评委会推荐 。

省科技奖评委会对学科 （专业） 评审组推荐

的特等奖 、一等奖候选项目进行现场考察 、审

定 ，经投票产生本年度省科技奖特等奖和一 、

二 、三等奖拟奖项目 。省科技奖评委会评定的

２００６年度拟奖项目经报省政府批准授奖项目共

２８８项 ，其中特等奖 ２项 ，一等奖 ３１项 ，二等奖

８１项 ，三等奖 １７４项 （见表 ５ ３ ３ ２） 。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项目介绍】 　

深圳市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通过建设区

域科技创新体系 ，深圳在创新基础比较薄弱 、创

新资源比较缺乏的条件下 ，逐步建立起了自主创

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绿洲” ，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 。主要体现在 ：

第一 ，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高

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市的第一支柱产业 ，自主创

新活动大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 。 ２００５

年深圳市 GDP 达到４ ９２６亿元 ，人均 GDP 达到
７ ３００多美元 ，在国内各大城市排名第一 。

第二 ，培育出一大批走向国际的自主创新型

企业 。到 ２００５年底 ，深圳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１１４４家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

３０８家 ，其中超 １００亿元的有 ８家 。

第三 ，在电子通信 、生物制药等产业领域形

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全市

已经形成以华为 、中兴 、腾讯 、大族激光 、赛百

诺为代表的创新企业梯队 。

第四 ，形成了国内知识产权的高地 。近年

来 ，深圳专利申请量一直以 ３０％ 以上的速度快速

增长 。 ２００５年 ，全市专利申请量突破 ２万件 ，居

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 ，其中发明专利超过８ ０００

件 ，占全部申请的 ４０％ 以上 ，居全国前列 。

广东高速公路建设科技创新及应用 　 “十

五” 期间 ，根据广东省新的政治 、经济 、社会发

展需求 ，为解决高速公路建设任务重 、地质地形

复杂 、高温多雨等问题 ，广东省交通厅和广东省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各种措施 ，组织力量进行

科技攻关 ，积极推进技术创新 ，在软基处理 、山

区高速公路修筑 、桥梁修筑 、高性能路面 、安全

设施 、生态与环保 、信息化管理 、智能交通等技

术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系统地完善了建

设管理体系 ，更新了管理理念 ，形成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管理办法和制度 ，为今后的高速公路建设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完成了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高速公路建设

“三大战役” ，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３ １４０公里 ，

居全国第二位 。

“十五” 以来 ，全省交通系统共有 ７１项科技

成果通过部 、省科技主管部门或交通部门的鉴

定 。其中 ，有 ３０项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

平 ，４１项达到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的 ；共有 ２６

项获得科技成果奖励 ，其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１项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２项 、二等奖 ７

项 、三等奖 １５项 ，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１项 。

经鉴定 ，该项目的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个别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研究成果在

广东省高速公路建设中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３年通山

区高速公路 、 ２００４ 通地级市高速公路 、 ２００５ 年

出省通道高速公路建设中得到了普遍应用 ，不仅

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 ，同时为高速公路质量 、

安全 、工期与造价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技

２３１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术保障 ，有力地促进了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

展 。

【国家奖项目介绍】 　

珠江三角洲环境中毒害有机污染物研究 　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由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完成 。

环境中毒害有机污染物 （POPs） 是国际环
境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该研究是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２０多个

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 。项目在 POPs和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研究的实验室建设和数据质量方面与国

际接轨 ；发现珠江广州河段和澳门河口两个

POPs污染高风险区 ；用沉积记录恢复 POPs污染
历史 ，探讨 POPs与经济发展关系 ；研究土壤和

沉积物中碳黑与干酪根对 POPs的吸附／解析关

系 ；提出应用于污染源解析和过程示踪的一系列

新分子标志物及参数 ；合成出具潜在应用价值的

纳米 ZnO／SnO２复合氧化物光催化剂 ；研究珠江

饮用水源水有机微污染物及其致突变性 ，倡导分

质供水等方面作出了学科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 。

该项目发表论文 ８９ 篇 ，其中 SCI 收录 ４０

篇 ；培养博士后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 ４０多人 。

通过项目实施 ，使珠江三角洲成为目前我国

POPs研究资料最全面的地区 ，带动了 POPs生物
地球化学新学科的发展 ，区域环境中 “POPs生
物地球化学” 和 “POPs高风险区及其生态影响”

两项建议 ，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采纳并列入

“十五” 地球科学重点资助领域 。

大规模复杂生产过程智能调度与优化技术研

究及应用 　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由广东溢达

纺织有限公司完成 。

该项目从提高大中型纺织企业生产过程的调

度和控制水平出发 ，针对大中型纺织企业生产过

程调度存在规模大 、约束复杂 、不确定性大 、多

目标等情况 ，难以实现优化调度的特点 ，首次提

出了适用于大中型纺织企业生产调度需要的大规

模复杂生产过程开放式新型调度结构 ，依据此调

度结构提出具有全局搜索及预测／反馈 、自适应

调度策略精调 、学习等综合优化机制的大规模复

杂生产过程分层智能调度算法框架及基于该调度

算法框架的全局和单元智能优化算法 。

综合采用基于多智能体／全能体的生产过程

智能建模技术 、基于 HLA／RTI （高层体系结构／

运行时间支撑系统） 框架的分层分布式仿真平台

和智能优化算法 、知识库等智能技术 ，研究和开

发了适应大中型纺织企业生产调度需要的生产过

程智能动态调度系统 。以该系统为核心 ，有效集

成了功能强 、行业特点突出的订单管理 、工艺管

理 、质量管理 、作业跟踪等系统的面向纺织行业

的集成化智能信息系统 。

项目技术的应用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准时交

单率 ，缩短了生产周期 ，降低了生产成本 ，全面

提高了企业的调度和控制水平及企业竞争力 ，取

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纺织行业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对提高行业技术进步

和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

广州地铁二号线节能 、环保和安全技术集成

与应用 　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由广州市地下

铁道总公司 、广州市地下铁道设计研究院 、广州

复旦奥特科技股份公司 、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 。

广州地铁二号线工程全长 １８畅２８公里 ，设地

下车站 １６座 ，设计最小行车间隔为 ２分钟 ，运

输能力为 ５畅５８万人次／小时 。该工程机电设备综

合国产化率达到了 ７１畅４％ 。工程建设过程中创造

性地运用了国内外先进技术 ，解决了架空刚性悬

挂接触网 、地铁车站集中供给 、轨道减振综合技

术 、站台屏蔽门 、全非接触式 IC 卡自动售检票
系统 、复合地层盾构施工等关键技术难题 ，创造

了我国第一个地铁站台屏蔽门系统 、第一个全非

接触式 IC卡自动售检票系统 、第一个地铁集中

供冷系统 、第一个架空刚性悬挂接触网系统 、第

一个实现国产化率 ７０％ 以上的 A型地铁车 。开发

了新的轨道减振综合技术并初步形成系列化 ，施

工中采用了适合复合地层的盾构施工技术和信息

化施工技术 ，工程建设比计划工期提前一年半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其成果和经

验可在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中应用推广 。

３３１科技成果及产业化



表 5 3 3 2 　 200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获奖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者

特等奖 （共 ２项）

１ m广东高速公路建设科技创新及应用 广东省交通厅等

２ m深圳市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一等奖 （共 ３１项）

１ m动力学系统反馈设计与辨识的智能与优化方法 华南理工大学 　苏为洲等

２ m纳米冷阴极及其器件研制 中山大学等 　许宁生等

３ m功能金属配合物的控制合成与晶体工程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 　陈小明等

４ m中国东部大陆岩石圈地幔的形成与改造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徐义刚等

５ m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 、氮 、水耦合研究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周国逸等

６ m广东省土壤资源及其作物适宜性图谱研究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等 　万洪富等

７ m脑学习记忆功能区及其联系研究的新发现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舒斯云等

８ m黑色食品作物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等 　

张名位等

９ m优质抗病耐储藏恢复系广恢 １２２及其高产杂交稻

的选育与应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符福鸿等

１０ 噰水稻新质型不育系 Y华农 A的选育及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等 　蔡善信等

１１ 噰石斑鱼的生殖生长调控和人工繁育技术 中山大学等 　李文笙等

１２ 噰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华南农业大学等 　陈瑶生等

１３ 噰华南地区对虾产业高效技术 广东海洋大学等 　吴灶和等

１４ 噰废纸造纸废水封闭循环应用技术 华南理工大学 　万金泉等

１５ 噰三电平 IGCT串联高压变频调速系统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吴步宁等

１６ 噰OptiX OSN９５００ 智能光交换系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李宏伟等

１７ 噰固定电话网智能化研究与应用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等 　杨一鸣等

１８ 噰邮政函件业务信息处理平台 中山市邮政局 　刘英山等

１９ 噰中小城市 （中山）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 　彭建文等

２０ 噰大盘重铜管连铸连轧工艺关键生产设备 佛山市顺德区冠邦科技有限公司 　张占柱等

２１ 噰过程工业能量系统综合优化及在石油石化行业中

的工程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华 　贲等

２２ 噰基于 GPRS／GSM 的超大规模水雨情自动测报系
统

广东省水文局等 　阮 　博等

２３ 噰炼油废水同时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技术及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等 　周少奇等

４３１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者

２４ 噰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器械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等 　张智伟等

２５ 噰难治 、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新的治疗方法探讨及其

机制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娟等

２６ 噰上颈椎损伤和疾患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尹庆水等

２７ 噰肾脏疾病现代外科治疗的系列研究 暨南大学等 　苏泽轩等

２８ 噰严重肢体创伤修复新技术应用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等 　裴国献等

２９ 噰直肠癌保功能手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汪建平等

３０ 噰乌司他丁原料药及其注射制剂的研究与产业化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傅和亮等

３１ 噰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价综合研究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　朱照宇等

二等奖 （共 ８１项）

１ m数值逼近中高精度快速算法及在图形图像中的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韩国强等

２ m群的正规性与有限群结构 中山大学等 　王燕鸣等

３ m菜豆耐低磷的生理和遗传基础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严小龙等

４ m人趋化因子受体拮抗剂 －病毒趋化因子 vMIP和
人趋化因子 SDF‐１α突变体的研究 暨南大学 　孙晗笑等

５ m氟哌啶醇季铵盐衍生物抗心肌缺血的作用及机理 汕头大学医学院 　石刚刚等

６ m安全水果 、蔬菜生产中农药应用评价研究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 　孙海

滨等

７ m抗稻瘿蚊新基因 Gm６在分子标记抗性育种中的
应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 　黄炳

超等

８ m水稻控释肥及其一次性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 　徐培

智等

９ m华南有机食品生产核心技术系统研究及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等 　梁广文等

１０ 噰马氏珠母贝遗传改良技术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 　何毛贤等

１１ 噰高速无轴传动纸张凹版印刷机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郭景松等

１２ 噰三氯蔗糖生产新技术及产业化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等 　王三永等

１３ 噰静止无功补偿装置 SVC研发 顺特电气有限公司 　曾庆赣等

１４ 噰新能源综合利用建筑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 　陈 　勇等

１５ 噰WDM超长距离光传输设备 （ZXWM －M９００）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施社平等

１６ 噰华为 Metro WDM 城域波分解决方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李唯实等

１７ 噰IPTV综合服务系统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戴琼海等

１８ 噰高多层通讯背板制造技术 深圳市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由 　镭等

５３１科技成果及产业化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者

１９ 噰数模兼容彩色电视接收机 创维数字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施 　驰等

２０ 噰大功率白光 LED封装产业化关键技术 佛山市国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垚浩等

２１ 噰学习矢量量化的研究及其在图像编码中的应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张基宏等

２２ 噰大气自动监测系统国产化样机研制 ———颗粒物自

动监测样机
华南师范大学等 　杨冠玲等

２３ 噰平板电视音视频 DDHD２ 、 DDAS等关键技术 TCL王牌电器 （惠州） 有限公司　严方红等

２４ 噰纳秒分幅相机 深圳大学 　郭宝平等

２５ 噰计量数据自动采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冯炳文等

２６ 噰机场管理信息系统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崔建国等

２７ 噰基于 web的交通规费管理及信息分析决策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闵华清等

２８ 噰１００万 m３
／d水厂生产自动化综合监控系统 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等 　程韬

波等

２９ 噰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计算机网上录取系统 广东省考试中心等 　罗伟其等

３０ 噰基于 VPN光纤骨干网与 T‐C／S结构的高可维护
型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系统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等 　陈金坦等

３１ 噰注塑成型模具超精密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等 　徐 　雄等

３２ 噰DP‐R５０半导体泵浦通用打标机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云峰等

３３ 噰SM激光切割雕刻机 东莞市粤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倪伟平等

３４ 噰BOPET５２００‐１００００型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生产机组 汕头市远东轻化装备有限公司 　熊 　鸿等

３５ 噰低噪声变极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广东工业大学等 　黄开胜等

３６ 噰新型钙锌 （CZ） 多功能复合稳定剂新工艺 汕头市高科达有限公司等 　易国斌等

３７ 噰高 Tg多层板内层棕化液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李宏钦等

３８ 噰双向拉伸聚苯乙烯 （BOPS） 薄膜 广东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杨 　扬等

３９ 噰循环技术生产超细镍钴粉体材料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等　许开华等

４０ 噰１２０t转炉冶金优化集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冯炳文等

４１ 噰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产品 深圳市拓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五奎等

４２ 噰相片级高光防水彩色喷墨打印纸研制 汕头市新协包装材料厂 　翟大昌等

４３ 噰国产现代化深圳新地铁 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

４４ 噰西 、北江下游及其三角洲网河河道设计洪潮水面

线计算研究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黄 　东等

４５ 噰广东科学中心饱和软土地基预处理技术研究与应

用
广州大学等 　张季超等

４６ 噰玻璃钢夹砂污水管道泥水平衡顶管工程技术应用 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吴学伟等

６３１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者

４７ 噰管波探测法应用研究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 　饶其荣等

４８ 噰地下室逆作法新技术研究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等 　陈 　星等

４９ 噰珠江口盆地番禺天然气田群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中海石油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杨

少坤等

５０ 噰电算精确延时干扰减震爆破技术 广东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郑炳旭等

５１ 噰食品安全毒理学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研究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杏芬等

５２ 噰白内障手术的生存质量评价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何明光等

５３ 噰输血传播病毒 （TTV） 的分子流行病学 、分子病

毒学及实验感染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骆抗先等

５４ 噰中国人群血型基因结构的研究及其应用 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 　吴国光等

５５ 噰风湿病流行病学系列研究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 　曾庆馀等

５６ 噰扩张术与支架置入术治疗食管良恶性狭窄的系列

研究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傅剑华等

５７ 噰酸相关性疾病治疗与肝酶 CYP２C１９基因多态性
关系的研究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 　红等

５８ 噰神经肽 Y对心血管重构的影响 、相关机理以及药

物干预系列研究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 　陈敏生等

５９ 噰HLA高分辨技术在脐血移植中的应用 广州市妇婴医院 　廖 　灿等

６０ 噰动脉粥样硬化致缺血性疾病综合介入治疗的临床

应用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陈纪言等

６１ 噰危重新生儿院前急救的新模式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等 　张小庄等

６２ 噰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的建立与推广 广州中医药大学 　庄俊华等

６３ 噰股前外侧皮瓣系列解剖学研究与临床推广应用 ２０

年总结
南方医科大学等 　徐达传等

６４ 噰干眼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刘祖国等

６５ 噰微创经皮肾取石术治疗上尿路结石的临床与实验

研究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 　逊等

６６ 噰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唐仕波等

６７ 噰口腔颌面 、头颈部大型组织缺损修复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李劲松等

６８ 噰重度尿道缺损再修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等 　于立新等

６９ 噰尖锐湿疣的综合诊治系列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曾 　抗等

７０ 噰下肢严重创伤修复与重建的应用研究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郭奇峰等

７３１科技成果及产业化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者

７１ 噰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全聋临床应用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郭梦和等

７２ 噰激光治疗眼病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 　金陈进等

７３ 噰臀肌挛缩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史占军等

７４ 噰超临界萃取联用分子蒸馏技术在中药方剂研究开

发中的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等 　李卫民等

７５ 噰三角草的基础研究 中山市中医院等 　梅全喜等

７６ 噰升清降浊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研究及机

理探讨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孙维峰等

７７ 噰综合康复治疗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应用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等 　刘振寰等

７８ 噰生物降解交联剂的制备及其在骨组织修复材料中

的应用
暨南大学 　周长忍等

７９ 噰中成药违法添加枸橼酸西地那非 （伟哥） 的快速

检验方法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朱炳辉等

８０ 噰医院药品供应工作流程再造及其数字化管理模式

的建立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赵树进等

８１ 噰广东省能源战略和石油储备研究 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 　卢 　进等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重大发明项目

【脑学习记忆功能区及其联系研究的新发现】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由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完成 。

该成果是医学神经生物学领域中的一项新发

现 。首先发现了一个结构特殊的新脑区 ，命名为

纹状体边缘区 ，并在国际上首先报道了这一发现 。

该项目证明边缘区主要由梭形细胞构成 ，并

含有多种和学习记忆功能有关的神经肽类等递

质 ，用计算机三维重建显示边缘区是一个扁盘状

结构 。

该项目在动物身上用损毁 、分子生物学和行

为学的方法证明边缘区和学习及记忆有关 ；在人

身上用功能磁共振 （fMRI） 技术 ，证明它和前额

叶共同参与了数字工作记忆 ；在临床用磁共振技

术和智能检测 ，证明边缘区损伤的病人 ，学习记

忆功能减退 。因此推测边缘区是一个新发现的学

习记忆中枢 。

已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 ８６篇 ，其中英文论

文 １７ 篇 ，在 SCI上被引用 １６４次 ， SCI收录 １６

篇 。其结果已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同 ，国外有两

本专著专列章节介绍边缘区的内容 。我国出版的

枟神经科学基础枠 和 枟神经科学原理枠 两部专著

均介绍了边缘区 。该成果为探索脑的学习记忆细

胞和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线索 ，有助于发现与学习

记忆有关的靶基因和新蛋白质 ，并为研究老年性

痴呆等智障疾病的发病机理和开发益智药物提供

了新思路 。

【纳米冷阴极及其器件研制】 　获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由中山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完成 。

该项目由 １２０ 篇论文 （SCI 收录 ４９ 篇 ）、

１章专著章节 、 ６项发明专利和 １项转让成果组

成 。论文被同行引用 ２９８篇次 ，单篇他引最高 ５１

篇次 。培养了一批研究生 ，其中一名博士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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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科技奖” ，一名博士生的论文获 “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

主要创新点 ：

１畅 研制成功碳纳米管冷阴极并应用于高亮度

发光管和平面光源 。包括 ：研究成功若干器件的

碳纳米管冷阴极生长技术 ；证明存在碳纳米管真

空击穿的启动机制 ，并利用它发明了碳纳米管处

理技术 ；发明了碳纳米管冷阴极电子枪 ，研制出

碳纳米管发光管并实现批量制作 ，研制成功发光

管显示屏样机 ，实现了技术转让 ；提出了一个碳

纳米管场发射模型 ，给出了碳纳米管的场发射本

征特性 ，为开发新型器件提供基础 。

２畅 研制出新型纳米结构冷阴极并应用于纳米

冷阴极场发射平板显示屏研制 。包括 ：在大面积

衬底上实现了纳米线可控 、有序 、定位生长 ；比

较了多种纳米线 、带和管的场发射特性 ，寻找到

具有良好场发射特性的纳米材料 ；提出可以通过

生长条件控制纳米线尖端的形状来降低场发射电

场 ；成功研制出纳米线冷阴极场发射平板显示屏

原理型器件 。

【水稻新质型不育系 Y华农 A的选育及应用】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由华南农业大

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种子公司 、饶平县种子

公司完成 。

本项目经过 ３６年的深入研究 ，筛选出优良

新不育细胞质 ———夜公 ，并育成 Y型系列不育系
１１个 ，填补了华南晚籼稻品种可以提供不育细胞

质的空白 。从 Y型不育系中选出不育性稳定 、各

种性状优良的 Y 华农 A ，于 ２００３年获得国家植

物新品种权授权 ，成为广东省水稻三系育种中第

一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不育系 。利用 Y华
农 A共育成优质 、高产 、抗病的杂交水稻组合

１９个 ，共 ３０次通过省级以上品种审定 ，其中华

优 ８６和华优桂 ９９通过全国品种审定 ，华优 ８６被

连续推荐为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广东水稻主导品种

以及 ２００５年广西水稻主导品种 。华优系列水稻

组合在南方稻区累计推广 ５３畅７１万公顷 ，共增产

粮食 ３畅２５亿公斤 ，经济效益达到 １７畅０３亿元 。

【乌司他丁原料药及其注射制剂的研究与产业化】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由广东天普生

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

１９９９年该项目被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 ，同年

７月 ，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乌司他

丁原料药及冻干注射制剂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

填补了国内空白 ，至今仍是国内独家品种 ，使中

国成为继日本之后全球第二个上市该药的国家 。

该项目利用自主开发的分离纯化材料 ，解决

了从人尿液中分离纯化乌司他丁的技术难关 ，完

成了小试 、中试到规模化生产 ，形成了自主知识

产权 。由于该专利技术能有效地去除蛋白酶及其

他微量杂质 ，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 、安全性和有

效性 ，其质量和生产技术都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

的水平 ，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

多年的临床应用结果表明 ，乌司他丁对急性

胰腺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对急性循环衰竭等患

者抢救以及全身性炎症综合征 、大型手术 、肿瘤

患者脏器功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为我国患者提

供了一种高水平 、低价格的急救新药 。 １９９９年 ７

月上市至 ２００６年底 ，乌司他丁累计销售额近 ７畅５

亿元 ，上缴国家各项税收 １畅３亿元 ，是省内唯一

年销售额过亿的生化药品 。本项目产生了很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过程工业能量系统综合优化及在石油石化行业

中的工程应用】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由

华南理工大学完成 。

该项目运用热力学 、火用经济学和过程系统

工程学的方法 ，创立了三环节过程系统能量流结

构理论和在分析评价基础上对复杂系统从单元设

备 －子系统 －系统全局分步进行能量综合优化的

火用经济学方法和技术 。开发了国标系列换热器

优化选型 、换热网络优化合成及换热网络弹性分

析等配套专用软件 ，配合流程模拟等软件应用 ，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

成果已应用于 ３０多个石油石化能量系统优

化工程项目 。已实施改造的大庆炼化公司等 ６家

石化企业的 １２ 个项目 ，实现节能 ２０％ ，年均经

济效益 １畅９２亿元 ，２００３年 １月 —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累

计经济效益 ５畅７５亿元 ，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

【WDM 超长距离光传输设备 （ZXWM －M９００）】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由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无锡中

兴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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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已申请发明专利 ２０项 ，其中 １７项已

公开 。项目成为国内外运营商干线传输网络建设

的主流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国内主流运营商的

国家一级及省内干线的建设 ，并占据国内

DWDM 新增市场超过 １／３的份额 ，在印度所占

的市场份额已超过 ７０％ 。近 ３年累计销售额已超

过 ３亿元 ，新增利润近 １亿元 ，新增税收近１ ６００

万元 ，出口创汇１ ４５０万美元 。有力地提升了我国

通信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是产学

研有效结合的典型 。

【１２０t转炉冶金优化集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由广东省韶关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

该项目实现了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转炉炼钢技

术与企业自主研究成果的优化整合 ，是对先进新

技术新装备的消化 、吸收与创新 ，充分利用钢铁

企业的二次能源 ，采用回收转炉煤气 、蒸汽并综

合利用技术 ，为企业节能降耗 、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 、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产品的质量 、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项目可节能 １０％ ，

累计新增利润 ２畅４亿元 ，新增税收 １畅２亿元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２００６年度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按照 “十一

五” 广东科技发展规划的任务和重点进行部署和

实施 ，重点组织先进 、实用 、应用面广的技术成

果进行推广 ，加快成果的转化速度 ，拓展覆盖

面 ，加速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２００６年度共受理全省 ２１个地级以上市和省

直部门推荐申报项目 １５１项 ，其中地市 １０５项 、

省直 ４６ 项 。 立项项目 ５２ 项 （占申报项目的

３４畅４％ ） ，其中地市 ２１项 、省直 ３１项 。经费总额

度 ８００万元 ，安排传统果蔬加工 、可持续再生能

源利用和食用菌产业化等领域重点项目 ３项 ，金

额 ２２０万元 ；培育项目 ２项 ，金额 ７０万元 ；面上

项目 ４７项 ，金额 ５１０万元 。通过科技厅重点组

织 ，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推广单位和具

体实施单位大力推广 ，２００６年度科技成果推广计

划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 ，得到有

关部门和社会的认可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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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专利与知识产权工作取得新

的进展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１２年居全国

第一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企

业专利申请量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 ，获第九届中

国专利奖金奖数量居全国第一 ，知识产权战略制

定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利法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广东省的专利工作 。

２００６年 ，广东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９０ ８８６件 和 ４３ ５１６ 件 ，同 比 增 长 ２５畅８５％ 和

１７畅９５％ ，分别占国内的 １９畅３２％ 和 １９畅４４％ 。其

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２１ ３５１件 ，同比增长

６５畅７％ ，占国内的 １７畅５％ ；发明专利授权量 ２４４１

件 ，同比增长 ３０畅１％ ，占国内的 ９畅７％ ；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量为２３ ８８６件 ，同比增长 ２６％ ，占国

内的 １４畅９％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１５ ６４４件 ，

同比增长 ４２％ ，占国内的 １４畅７％ ；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量 ４５ ６４９件 ，同比增长 １３％ ，占国内的

２４畅３％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２５ ４３１件 ，同比增

长 ６畅０％ ，占国内的 ２７畅５％ （见表 ５ ４ １ １ 、表

５ ４ １ ２） 。广东省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连续

１２年居国内第一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居国

内第一 （见表 ５ ４ １ ３）。发明专利申请占全省

专利申请比例近 ２０年来首次超过 ２０％ 。全省专

利申请的结构趋于合理 ，专利的技术含量进一步

提高 。同年 ，全省通过 枟专利合作条约枠 （PCT ）
申请的国际专利增长迅速 ；申请量达１ ７２２件 ，同

比增长 ７４畅１２％ ，占国内 PCT 专利申请总量的
４４畅０４％ 。涌现出华为 、中兴等拥有较多自主知识

产权 、具有较强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

２００６ 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

数量是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思科公司的 ２畅４倍 ，

达 ５７５件 ，在 “２００６年 PCT 申请排名前 ５０位的

申请人” 中位列第十三位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企

业中名列榜首 。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李 　伟）

表 5 4 1 1 　 2006年申请数量居前十位的地区的申请状况及排名
三种专利 发明专利

省份 数量 排名 省份 数量 排名

广东 ９０ ８８６ い１ F广东 ２１ ３５１ *１ 屯
江苏 ５３ ２６７ い２ F北京 １４ ２２６ *２ 屯
浙江 ５２ ９８０ い３ F上海 １２ ０５０ *３ 屯
山东 ３８ ２８４ い４ F台湾 １０ ４０７ *４ 屯
上海 ３６ ０４２ い５ F江苏 １０ ２１４ *５ 屯
北京 ２６ ５５５ い６ F浙江 ８ ３３３ *６ 屯
台湾 ２２ ４９６ い７ F山东 ７ ２３７ *７ 屯
辽宁 １７ ０５２ い８ F天津 ４ ９８１ *８ 屯
湖北 １４ ５７６ い９ F辽宁 ４ ３６８ *９ 屯
天津 １３ ２９９ い１０ _湖南 ３ ５７８ *１０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枟２００６年专利申请与授权状况综述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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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

先地位 ，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

产业结构的改善 。

２００６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达１５ ５４８亿元 ，较

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７１３畅６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７畅８％ ，占全省

外贸出口总额的 ３３畅５％ ，出口额继续位居全国第

一 。全省高新区工业总产值达６ ６７６畅７亿元 。

新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７７５家 ，累计认定

４ ６７３家 ；新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２２４个 ，累计认定

５８３个 ；新认定 “两个密集型企业” １７个 ，累计

认定 ７７个 ；新认定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４

个 ，累计达 ２１个 ；新认定省级火炬计划特色基

地 ９个 ，累计达 ４４个 。东莞市被科技部确定为

国家火炬创新试验城市 。 ８个企业被认定为国家

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 ６个企业被认定为首批国

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全省国家级和省级创新试点

企业共有 ５６家 。新认定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高

新技术企业 ２８家 ，累计认定 ２０２家 。新立项国

家级重点火炬计划 ３项 ，国家级火炬计划 ６４项 ，

国家科技兴贸计划 ２４项 ，国家 ２００６首批中小企

业创新基金项目 ９５项 。广东省科技厅被科技部

火炬中心表彰为 “火炬计划统计工作先进集体” 。

电子信息产业

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国信息产业发

展的龙头 ，是全球电子信息产品供应链上的一个

重要环节 。 ２００６年 ，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产品销售

收入１３ ３００亿元 ，占全国的 ２７畅３７％ ；出口１ ５５４

亿美元 ，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总额的

４２畅７％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４８畅４％ ；工业增加值

２ ６５０亿元 ，占全国的 ２４％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

产品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的主要力

量 ，共出口 ８８７亿美元 ，增长 ２４畅７％ ，占当年出

口总值的 ８６％ 。全省电子技术类产品出口 ６４畅４

亿美元 ，激增 ５０畅９％ 。广东省成为目前全国唯一

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万亿元的省份 ，出口规模 、

出口比重均为全国第一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广东

省第一个产值过万亿元的产业 。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形成由一批龙头企

业领衔 、四大优势行业主导 、数十种拳头产品支

撑的良性发展格局 。广东省聚集了 ２５家全国电

子信息百强企业和 １４家全国软件百强企业 ，建

成了 １个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 、 ２个

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 ３个国家级电子信息

产业园 、 ２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和 １个软件出

口基地 。

“十一五” 期间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将重

点发展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软

件业 、电子元件制造业 、电子器件制造业 、家用

视听设备制造业六大行业 。具体发展目标是 ：到

２０１０年 ，全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达到

２３ ０００亿元 ，年均增长 ２２畅２％ ；工业增加值５ ０００

亿元 ，年均增长 ２０畅７％ 。微电子 、软件和新型元

器件成为支撑行业发展的主导产品 ，产业结构将

进一步优化 。将建设包括全球电子计算机制造基

地 、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基地 、全球家用视听设备

制造基地 、全球电子元器件制造基地 、软件产业

基地 、汽车电子新兴制造基地 、娱乐玩具电子新

兴制造基地在内的七大信息产业制造基地 。

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及其产业

广东省是资源贫乏大省 ，同时也是能源消费

大省 。省委 、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节能与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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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在广东省 “十五” 工业产

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中 ，提出重点发展超临界发

电技术 、洁净煤发电技术 、能源装备国产化 、太

阳能 、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技术等 ；在 ２００４

年省委 、省政府出台的 枟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

的决定枠 中也明确提出 ，广泛运用电子信息 、现

代生物 、新材料 、节能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

九大传统工业产业 ，在技术装备改造 、工艺改进

创新 、产品水平提高 、能耗污染减少等方面不断

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十五” 期间 ，广东省科技厅致力于推动本

省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发展 ，积极开展节能环保 、

新能源 、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工

作 ，大力推进节能 、环保 、新能源的技术进步 。

通过组织实施清洁生产 、资源环保 、新能源技术

与产品 、节能技术及产品等科技重大专项 ，联合

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在 “环保与清洁生产关键

技术” “新能源 、节能与脱硫关键技术” “太阳能

与生物质能关键技术” “新能源 、节能与资源环

保技术” 等重点领域开展粤港联合科技攻关 ，加

强了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

截至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共支持相关科研和

产业化课题或项目超过 ３００项 ，累计投入资金超

过 １亿元 ，带动社会各界投入资金近 ３亿元 ，可

计算新增经济效益 １００多亿元 。

【５MW生物质气化与有机废弃物燃烧联合发电系
统】 　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研制的生物质气化 —联合循环发电系

统 ，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１畅 研制出

农业废弃物高效气化净化 、燃气发电及余热利用

的完整的系统 ；２畅 研制出具有特殊结构的生物质

流化床气化装置 ；３畅 开发出低焦油含量的生物质

气化新工艺 ；４畅 研制出简单可靠的燃气净化集成

系统 ；５畅 开发出简易的燃气发电机组改装技术 ；

６畅 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生物质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

统 。

该项目已建成的 ５MW生物质气化联合循环
发电示范工程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生物质气化发电

厂 ，也是国际上第一个可以实现商业运行的中型

生物质气化联合循环电厂 。

该项目可大规模利用农村生物质秸秆资源 ，

为解决我国农村普遍存在而又无法根治的秸秆焚

烧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同时可将农业废弃物转化

为高品位电能 ，满足农村紧迫的电力需求 。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 ，已签订生物质气化发电项目 ２７个 ，

总装机容量 ４０多 MW ，累计销售设备合同额近

１畅６５亿元 ，年新增发电量近 １亿千瓦时 ，为农村

提供１ ０００多人的就业岗位 ；先后利用废料共 ３０

多万吨 ，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１５万吨 ，避免了大

量的焚烧污染 ，与燃煤电站相比 ，减排 CO２ 约

３５万吨 、 SO２ 约５ ０００吨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电厂脱硫关键技术与示范】 　该项目由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承担 。

该项目采用尿素添加剂湿法烟气脱硫工艺技

术 ，是国内首次进行尿素添加剂湿法烟气同时脱

硫脱氮技术研究 。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 ：１畅 同时

高效地脱除 SO２ 、 NOX 及部分烟尘 ，可满足将来

更高的大气环保要求 ；２畅 副产品是硫铵和少量的

硝铵 ，可综合利用作肥料 ，无二次污染 ；３畅 吸收

液在中性附近 （pH值为 ５畅５ －８畅５） ，且添加剂有

防腐效果 ，设备的造价低 ；４畅 吸收剂和副产品均

为固体 ，易运输 、储放 ；５畅 工艺流程简单 ，在投

资和运行费用方面有竞争力 。

【太阳能 LED照明系统的集成技术研究】 　该项

目由中山大学承担 。

该项目设计研制了太阳能半导体照明路灯数

据采集系统 ，提出光伏 LED灯具分层次照明概
念的实现方法 ，在光伏 LED灯具中实现了太阳
电池最大功率跟踪 、蓄电池智能管理功能 ，采用

变流技术实现对 LED的驱动控制 ，开发出光伏

LED照明系统专用的控制器 ，为实现利用高亮度

LED制作的实用性光伏 LED照明的产业化创造
了条件 。项目开发生产了多种太阳能路灯产品 ，

建成了太阳能照明灯具性能测试平台 、试验基地

和多个示范工程 。

２００４年 ，由深圳市能联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山

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合作首次完成国内最大的

户用并网发电系统 （２畅２KW）。 ２００６年 ，由中山

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设计和承担完成的 ６畅３kW
户用并网发电系统在广州凤凰城竣工 ，该发电系

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户用并网发电系统 。

６４１ 工业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国产化设计与制

造技术研究】 　该项目由国华 （汕尾） 风电有限

公司承担 。

该项目对广东及邻近地区已经引进的国外风

电机组技术进行调研与消化吸收 ，确定其零部件

与易耗品需要国产化替代的情况 ，从中选择 ５ — ７

项进行替代研究 ，进行大型风电机组设计方法和

总装技术研究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本地化生产的

有关工作 。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作为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 ，应用范

围极其广泛 ，它同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一起成为

２１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广东既是

新材料产业大省 ，也是新材料需求大省 ，新材料

技术已成为我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领

域 。

截至 ２００６年 ，经批准的新材料领域高新技

术企业已达 ６６６ 家 ，约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

１７畅２％ ；工业总产值超过１ ５５０亿元 ，占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约 １１畅４％ 。

２００６年共安排新材料与纳米重大专项和招标

项目超过 １１０ 项 ，资助金额近２ ５００万元 。其中

“新材料与纳米技术领域” 招标项目共计 ７ 个 ，

包括高性能聚烯烃材料 、高性能电子化学品项目

与特种功能材料项目 ，投入资金累计约 １畅５７亿

元 ，其中省科技厅资助经费达１ ０５０万元 ，银行贷

款达 ３５０万元 ，自有资金达１４ ３４３万元 。

【高性能环保阻燃聚烯烃材料】 　该项目由广州

市石磐石阻燃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共

同承担 。

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新型无卤阻燃剂的制备

技术 ，通过对新型无卤阻燃聚丙烯和新型无卤阻

燃 PE 、 EVA 的制备 、结构与性能的研究 ，可开

发出 １畅５０mm UL ９４V‐０ 、 ０畅７５mm UL９４V‐０无卤
环保阻燃聚丙烯 ，符合 UL QMTO２ ，QMFZ２和
欧洲 RoHs 、 PAHs 、 WEEE环保指令要求 ，产品

的物理和力学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

【环保型耐候阻燃聚丙烯树脂】 　该项目由广州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山大学共同承担 。

该项目采用不含 PBDE／PBB的溴系阻燃剂 、

纳米蒙脱土和矿物填料的复配阻燃体系 、用聚丙

烯／乙烯辛烯共聚物接枝 MAH 作相容剂 ，添加

呈中性 、不与酸性阻燃剂反应的高分子量受阻胺

光稳定剂和吸酸剂的光稳定剂复配物 ，通过双阶

往复式单螺杆挤出分散技术 ，制备符合欧盟环保

指令要求的低成本 、高性能化的环保型耐候阻燃

聚丙烯树脂 。新材料具有环保 、耐光老化 、阻燃

剂不析出 、材料收缩率可在 ０畅８ — １畅５之间调整

等优点 ，可广泛用于家电 、灯饰 、电工 、玩具等

产品上 。

【环保型高性能集成电路封装用环氧树脂模塑料

的制备】 　该项目由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 。

该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液晶环氧树脂技术和

无卤 、无锑的自阻燃体系以及超分子组装技术 ，

制备出高性能环保型集成电路封装用模塑料 。这

是新一代高性能塑封材料 ，特别适用于超大集成

电路的封装 。

同传统环氧塑封料相比 ，该产品具有以下优

点 ：熔融黏度低 、加工成型性好 、硅微粉含量

大 、热膨胀系数低 、吸水率低 、高耐潮 、玻璃化

温度高 、耐浸焊和回流焊 、韧性好 ，可使用无铅

电镀 ，属于环保型材料 ，符合欧盟新环保法规的

要求 ，并将建立年产 ５００吨生产线 ，从而填补国

内高性能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的空白 ，为全面提高

我国微电子配套材料技术水平和本地化能力 、逐

步建立起支撑我国半导体工业的先进材料产业奠

定基础 。

【高性能覆铜板基材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该项目由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

投标方 ，联同四川大学共同承担 。

该项目根据环氧树脂的共混改性 、复合固

化 、磷氮协效阻燃和成炭阻燃技术原理 ，开发高

性能环氧树脂组合物规模生产技术 。通过对高性

能覆铜板基材的成型加工工艺的研究以及在印制

电路板中的应用研究 ，形成满足不同应用领域需

求的高性能覆铜板基材制备技术 ，以及高性能覆

铜板基材用原材料 、半成品 （粘结片）、成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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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 ，并建立相关的技术标准 ，最终使得高性

能覆铜板基材能够产业化生产 。本项目完成并投

产后 ，预计可达４ ２００吨／年高性能覆铜板基材生

产规模 。

【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该项

目由广东省造纸研究所作为主投标方 ，联同华南

理工大学以及广州益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共同承

担 。

该项目主要研究采用湿法成型无纺布工艺生

产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 。该技术的特点是将超细

纤维及原纤化纤维 ，利用斜网成型技术制备成均

匀孔径的基材 ，并通过树脂和无机填料进一步控

制孔径 。将研制出面密度为 １８ g／m２
— ３０g／m２

，

具有高温闭合 （闭合温度 １３０ ℃ — １４０ ℃ ） ，薄膜

厚度为 ２０ — ４５ 微米 ，孔隙率达到 ４０％ — ６５％ 的

新材料 。

【锂离子电池用隔膜及外壳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

该项目由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

投标方 ，联合华南理工大学以及佛山市金辉高科

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

该项目结合锂电池的实际使用环境 ，对铝塑

复合薄膜的层间结构进行分析 、研究 ，确定各层

结构及其功能 ；根据各层结构选择合适的原料 ，

研究制备可用于锂电池软包装的铝塑复合薄膜 ，

并筛选出几种性能优良的铝塑复合薄膜 ；将几种

综合性能优异的铝塑复合薄膜分别组装在锂电池

中 ，利用锂电池的评价系统等设备测试其实际应

用性能 ，对可实际应用的 、性能优异的铝塑复合

薄膜产品进行中试 ，进而实现产业化 。

该项目的实施将完善聚合物 —溶剂二元体系

连续均匀熔融挤出的设备配套和工艺技术 ，建立

和完善达到厚度均一的薄膜产品的过程控制数据

模型和动态监控系统 ，以及达到物理性能均一的

薄膜产品的过程控制工艺模型和质量监控系统 。

最终将研发出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和理想的

离子渗透性能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低成本

的锂离子电池隔膜 ，制备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

能 、化学稳定性能和阻隔性能 ，制备工艺合理 ，

成本低 ，可应用于锂电池的铝塑复合薄膜 。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产业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家

安全提供相关技术和装备的产业的总称 ，它具有

高技术 、高效 、节能 、省材 、绿色环保 、通用 、

可大幅度促进各行业技术进步等特点 。现在 ，国

外制造业正逐步向我国转移 ，广东省已成为世界

的制造基地之一 ，广东省制造业越来越呈现出重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特点 ，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

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根据广东省科技发展和当

前高技术发展情况 ，继续确定和启动了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专项 ，其中属先进制造领域

的有 “重大成套装备” 和 “新一代汽车” 两个重

大科技专项 ，共投入经费 ６５０万元 。 “重大成套

装备” 专项主要包括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装备”

“轻工成套装备” “电力自动化装备” “绿色制造

及网络化制造技术及设备” “重大装备关键技术

及其零部件” ５个专题 。 “新一代汽车” 专项主要

包括 “电动汽车” “汽车关键零部件” “汽车电

子” ３个专题 。

这些重大专项按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

则 ，集中经费 ，联合攻关 ，重点突破 ，选择一批

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 、重点企业 、重点技术领域

开展技术应用研究 ，并关注今后 ５ － １０年内产业

发展所依托的技术与装备技术应用需求 ，以实现

跳跃式发展 ，解决了一些广东省高新技术的瓶颈

问题和重大问题 。项目选择培育了一批具有攻坚

力 、牵引力 、产品市场占有率高的大型高技术企

业 ，着力扶持发展大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 ，支持

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和生产

力促进中心开展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应用研

究 。

２００６年 ，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并得到产

业化 。如由广东工业大学承担的 “IC封装设备关
键技术与全自动粘片机的研究开发” 项目 ，成功

研出 ３５台全自动芯片粘片机并在广州半导体器

件有限公司生产运行 ，为企业节约设备投资１ ４００

万元 ，每年新增产值１１ ３４０万元 。通过 ３年的满

负载运行 ，证明该产品机器性能稳定 ，故障率

低 ，粘片质量高 ，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在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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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成本上比进口同类机器有很大的优势 ，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该项目已获得发明专利 ２

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８项及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篇 。

由广州广电林仕豪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承担的

“汽车大型精密复杂注塑模具数字化制造” 已经

完成了 １１套汽车模具并交付用户使用 ，产品在

东南汽车 、重庆铃木 、东风柳汽等汽车制造厂使

用 ，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目前该公司的一套

保险杠只需 ２００万元 － ３００万元 ，一套仪表盘需

２６０万元以上 ，制造时间与国际持平 ，而进口一

套保险杠模具需要 ４００万元 － ５００万元 ，仪表盘

模具需要 ５００万元以上 ，可见该技术应用创造的

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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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领域科技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年 ，广东高新技术领域的科技管理工作

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主导 ，推动关键领域的重点

突破 ，认真组织了粤港项目的招标工作 ；以激发

创新活力为着眼点 ，注重多渠道申报重大科技专

项 ，获得一批高层次研究项目 ；以强化企业的主

体地位为目的 ，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

申报国家创新基金取得较大成绩 ；以加快科技体

制创新为动力 ，加大重点企业自主创新的培育力

度 ，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得到有效实施 ；以传

统制造业的信息化改造为重点 ，大力提高装备技

术水准 ，“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 取得新进展 。

重大科技专项及攻关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继续组织实施了 “广

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设立了 “新一代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系统” “高端家电”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

造” “重大成套装备” “新一代汽车” “生物催化

和生物转化技术及产品” “新能源与节能” “新型

发光与显示系统”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电子

新材料” 等 １０个重大科技专项 ，共资助项目 ４１３

个 ，经费５ ５００万元 。在立项过程中 ，发掘了一批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 ，如东莞宏威数码机械

有限公司的 “下一代蓝光光盘生产设备研发及产

业化” 、肇庆中导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

开发的 “大型 TFT‐LCD自动光学离线检测设备”

等 。同时 ，广东省还采取 “走出去 、请进来” 的

办法 ，积极引进省外的高水平研究项目落户广

东 。如在电子信息领域 ，组织召开了音视频芯片

专家咨询与产业化对接工作研讨会 ，成功地将北

京高速华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H畅２６４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芯片引进到东莞 ，成立了东莞高速华芯

科技有限公司 。

【粤港关键领域联合攻关】 　 省科技厅 、经贸委

等有关部门继续联合组织了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

域联合攻关 ，在 “信息与通讯” “精密制造技术

及产品” “新材料与纳米技术” “生物医药与健

康” “新能源与资源环保” “现代农业” 等领域进

行公开招标 ，于 １１月 ２１日在有关媒体和网站上

揭标 ，向社会公告中标单位 ，广东省共支持经费

２畅１亿元 。

火 炬 计 划

按照科技部 ２００６ 年度科技计划总体部署 ，

围绕火炬计划 ，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和

机制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和推动产业集

群技术升级的重点任务 ，按照自主创新 、优化

环境 、加强集成 、规范管理 、分类指导的原则 ，

深化火炬项目管理工作 。围绕广东省科技发展

的工作重点 ，在火炬计划项目实施 、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 创业服务中

心的创办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等方面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有效地推动了广东省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 。

【火炬计划项目实施】 　广东省火炬计划项目的

实施重点在电子信息领域 、生物工程与新医药领

域 、新材料及应用领域 、光机电一体化领域四个

具有优势的领域 ，同时发展新能源与高效节能领

域 、环境保护领域等潜在的高新技术产业 ，并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获科技部立项

的火炬计划项目共 ６４ 项 ，重点火炬计划项目 ３

项 （不含深圳市） 。

应用硼酸工艺生产高比容铝箔 　该项目由乳

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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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容铝箔是生产铝电解电容器的关键原材

料 ，是重要的电子功能材料 ，比容的大小 、氧化

膜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电容器的主要性能指

标 。该项目产品采用国产光箔 、硼酸工艺生产

（国内其他企业大多采用进口光箔 、有机酸工艺

生产） ，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的

水平 。应用硼酸工艺可以提高铝箔质量 ，便于开

发特殊功能铝箔的生产新工艺 ，促进产业升级 ，

对于提高客户档次 、满足高科技电子产品发展的

需要 ，振兴民族电子工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

高性能聚合物乳液与水性木器涂料 　该项目

由广东天银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

高性能聚合物乳液与水性木器涂料引进三度

交联单体和有机硅 、核／壳交联结构 、可氧化交

联的链段 、采用无溶剂生产法 ，提高了漆膜的干

燥速度及交联密度 ，达到溶剂性聚氨酯的性能 ，

产品具有水性 、环保 、高硬度 、抗污 、附着力强

等特点 。该产品可用于家庭装修及家具涂料 、高

要求的内外墙装修 、汽车涂装 、皮革罩面 、纤维

业的防污防水涂层 、日用陶瓷和玻璃制品的非烧

结釉 、印刷油墨和印刷光油 、工业防腐漆的制

造 。与国内市场现有水性木器漆产品相比 ，性能

领先 ；与国际同等产品比较 ，处于先进水平 。

新型高性能轿车轮毂轴承 　该项目由韶关东

南轴承有限公司承担 。

新型高性能轿车轮毂轴承 ，采用单外圈 、双

内圈的结构形式 ，能承受径向和较大轴向负荷 ，

具有径向调整 、密封和一次润滑功能 ，使轮毂能

直接安装在轴承外圈的凸缘上 ，轮毂结构更为紧

凑和节约空间 。产品采用可靠的密封结构 ，具有

良好的防尘 、防水和耐高温性能 ，产品内装填了

在高温 、高速工况不泄漏 ，水浸后不乳化的优质

润滑脂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轿车轮毂制动器总成

上 ，用于承受汽车的重量以及为轮毂的转动提供

精确的导向 ，它既承受径向载荷又承受轴向载

荷 ，在转弯等复杂路况时还承受扭矩载荷 。轴承

外圈与原来固定轴承的法兰制成一体 ，产品在结

构上有 ３０度 － ４０度的接触角 ，能承受径向和较

大轴向负荷 ，同时增加钢球数量 ，以增加负荷 。

新型高性能轿车轮毂轴承的开发生产 ，为国

内轿车提供新型高质量的轿车轮毂轴承 ，能满足

出口和国内配套维修市场需要 ，在汽车行业具有

推广应用价值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出口创汇

能力 ，为我国汽车行业提高国产化率 ，提高我国

汽车整体质量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特色产业基地是经

科技部门认定的 ，由一批产业特色鲜明 、上下游

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组成的 ，在一定区

域内发展起来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

截至 ２００６年 １２ 月 ，全省共有特色产业基地 ４２

家 ，其中国家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１８ 家

（含 ２家科技部高新司特色产业基地） ，省级火炬

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２４家 。 ２００６年 ，惠州数码视

听产业基地 、汕头澄海智能玩具创意设计与制造

产业基地 、肇庆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 、中山小榄

金属制品产业基地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特色

产业基地 。

特色产业基地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有力地促

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据统计 ，２００６年全省特色

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达４ ９３０亿元 ，约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的 １０％ ；基地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 ６５０亿

元 ，占特色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的 ３０％ ，占全省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１１％ 。近年来 ，全省 ６５个

国家级 、省级特色产业基地的经济增长幅度 ，明

显高于当地经济增长的平均幅度 。 ２００６年 ，全省

特色产业基地的工业总产值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２０畅３％ 。各特色产业基地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

逐步加大 ，有些基地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当地工

业总产值的 ３０％ 以上 。

各特色产业基地高度重视利用高新技术提升

产业的竞争力 ，积极鼓励基地企业承担各级科技

项目 ，建立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大大提高了基地

的自主创新能力 。许多基地因地制宜 ，采取各种

措施 ，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和构建共性技术研发

平台等多种手段 ，加强高新技术与特色产业的有

机结合 ，取得显著成效 。例如 ，国家级肇庆金属

新材料产业基地以高新技术为导向 ，坚持走自主

创新的道路 ，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色 。该基地内

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９家 ，占全市高新企业总数的

１７畅７％ 。该基地建有国家级工程中心 １个 、省级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１０个 ，承担了国家级火炬计

划项目 １２项 ，占肇庆市历年来承担国家级火炬

计划项目总数的 ２１畅２％ 。

各特色产业基地根据当地情况和资源优势 ，

通过统一规划和集成资源 ，以龙头产业为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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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培育和发展上下游关联企业 ，不断完善和延

长产业链 ，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特色产业集群 。不

少特色产业基地突破了行政区域界限 ，成为区域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助推器 。例如 ，国家级

顺德家用电器产业基地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空调

器 、电冰箱 、热水器 、消毒碗柜等家电生产基

地 ，也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 、电饭煲和微波炉供

应基地 。随着家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该基地已突

破行政区域界限 ，产业链不但分布在顺德各镇

区 ，而且覆盖到了南海 、中山的部分镇区 ，产业

链的一些环节甚至扩散到了东莞 、江门等珠江三

角洲区域 。

各特色产业基地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扶持龙

头骨干企业 ，带动和辐射中小企业 ，在提升产业

整体竞争能力的同时 ，积极实施名牌战略 ，在培

育自主品牌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全省特色产业基地共有规模化企业４ ０００多家 ，年

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约 ５００家 ，超 １０亿元的企

业 ６０多家 ，上市企业 ５０ 多家 ，高新技术企业

１ ０００多家 （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１／４） ，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特色产

业基地工业总产值的 ３０％ 。各特色产业基地的一

批龙头企业 ，如美的电器 、风华高科 、国星光

电 、广东鸿图等公司通过自主创新 ，积极开发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自主创新能力居国内同行

业领先水平 。

国家火炬计划惠州数码视听产业基地 　 ２００６

年惠州企业重点发展高端技术视听产品 ，主要生

产的产品有 MP４ 、多媒体车载 DVD 、数字电视 、

数码相机 、数字监控系统等高端技术产品 。 ２００６

年惠州数码视听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８５３亿元 ，

产品销售收入 ８３６畅５亿元 ，利税 １０畅４０亿元 ，出

口创汇 ２８亿美元 。新认定省级以上视听高新技

术企业近 ２０家 ，产值超 １００亿元的企业有 ３家 ，

超 １０亿元的企业有 １６家 ，数码视听产业占全惠

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 ８０％ 以上 。

２００６年该基地积极建立基地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 ，依托目前基地内已有的博士后工作站和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旨在促进该市视听产业科技

成果的转化 ，促进视听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

高 。平台的搭建主要是建立技术创新交流信息

网 、技术创新交流服务中心 。服务平台已完成服

务体系架构的建立和基本人员的配备 。同时 ，积

极建立企业创新平台 ，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２００６年在企业中新组建各级各类工程中心 １２家 ，

其中 ，组建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１家 ，省

级工程中心 １家 ，市级工程中心 ８家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在企业中共组建各级工程研究开发中

心达到 ５２家 ，其中国家级 ３家 ，省级 １４家 ，市

级 ３５家 。 ５２家工程中心依托的企业工业总产值

预计达 ９２９亿元 ，新产品产值达 ６７７亿元 ，税后

利润达 ６畅２６亿元 ，技术自给率达 ５３％ 以上 。以

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初步建成 。

国家火炬计划汕头澄海智能玩具创意设计与

制造产业基地 　 ２００６年 ，汕头澄海区玩具礼品业

产值达 １３０亿元 （约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４０％ ） ，

出口创汇超 １０ 亿美元 ，涌现了十多家年产值

５ ０００万以上的龙头企业 ，近百家年产值１ ０００万

以上的骨干企业 ，成为全国著名的玩具生产基地

和出口基地 。

２００６年汕头澄海区围绕把基地建成玩具业的

研发 、孵化 、产业化 、国际合作和高级人才培养

基地这一目标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快特色产

业基地的建设步伐 。成立了广东省火炬计划澄海

玩具设计与制造特色产业基地建设领导小组 ，负

责对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 、组织和协调 。

制订了建设特色产业基地的工作方案 ，并报经区

政府印发施行 ，进一步明确了基地建设目标是到

２０１０年 ，玩具礼品业产值达到 ２１２亿元 ，年均递

增 １３％ 左右 。 ２００６年 ，出台了 枟关于进一步推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的意见枠 等文件 ，为玩具

产业的发展提供优惠和扶持 ，营造一个有利于特

色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确定了 “政府搭台 、企

业运作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的建设模式 ，着

手组建澄海玩具技术创新中心 ，由政府免费提供

场地 ，招引合适澄海玩具行业技术研发需要的技

术研发型 、服务型机构入驻办公 。通过建立玩具

专利数据库 、玩具工艺综合信息网站 、 “中国玩

具礼品城” 网站 、粤东玩具检测中心 ，加强了对

行业的知识产权服务 、信息化服务和产品检测和

认证服务 。

国家火炬计划肇庆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 　

２００６年 ，肇庆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工业总产

值 ５４畅５８亿元 ，工业增加值 １２畅６７亿元 ，出口创

汇总额 ２畅１７亿美元 ，占全市比例分别为 １１畅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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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畅１％ 、 １２畅３％ ；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２５畅６１

亿元 ，年实际上缴税收 １畅５１ 亿元 。金属新材料

产业已发展为该市的特色支柱产业和重点领域 。

２００６年该产业基地的发展得到显著的提高 ，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是产业规模进一步扩

张 。 ２００６年 ，基地内金属新材料及相关企业近

４０家 ；基地核心区 ———肇庆高新区有以亚铝为龙

头的金属新材料生产企业 １３家 ，铝制品 、不锈

钢制品大型生产企业近 １０家 ，形成一个年产值

近 ４００亿元的金属新材料产业带 。

二是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通过加快上下游

产业的引进 、建设和延伸 ，基地已发展成为全国

最大的片式元件 、镍氢电池负极材料 ———储氢合

金粉的生产基地以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属新

材料和电子元器件生产供应基地 。

三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不少企业积极挂

靠大院大所 ，开展产学研结合 ，共建研发平台 ，

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基地企业

共承担了国家级项目 １２项 ，省部级项目 ４２项 ，

其中国家 “８６３” 计划项目 ４项 ，累计获科研成

果 ６项 ，获省部以上奖项 ３项 。

四是创新服务进一步加强 。建立了区镇两级

的科技服务创新体系 ；积极实施专业镇技术创新

试点工程 ，其中 ８个镇被省科技厅批准为广东省

技术创新试点专业镇 ；充分发挥行业商会为企业

服务的职能 。

五是基地配套进一步完善 。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完备 ，能源交通完善 ，金融保险业稳健 ，信息

基础建设齐备 ，累计已投入 ７畅５亿元用于基地基

础配套项目的建设 。

国家火炬计划中山小榄金属制品产业基地

五金制造业是小榄的传统产业 ，金属制品具

有规模大 、档次高 、发展快 、效益好的特点 。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镇五金类企业３ ４３８家 ，占工业

企业的 ５３畅２％ ，其中年销售额超 ５００万元的规模

企业 ２５５ 家 ，从业人员大６７ ０００人 ，销售收入

１１８畅８亿元 ，占工业销售收入的 ３７畅６％ 。

小榄镇的锁具产品在全国一向都保持较高的

市场占有率和出口率 ，已形成了以锁具 、燃气具

为龙头 ，上下游产品及各类配件齐全的产业群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该镇锁具企业 ３５５家 ，占五金企

业的 １０畅３％ ，锁具产品销售收入 ２４畅６亿元 ，占

五金行业销售收入的 ２０畅７％ 。其中 ， “华锋” 品

牌锁占全国市场份额第一 ， “固力” 品牌锁占全

国市场份额第三 。

２００６年 ，镇政府对基地的建设提供了优惠政

策和技术服务支撑平台 ，制定了 枟关于调整产业

结构鼓励科技创新优化投资环境的暂行办法枠 ，

每年拨款１ １００万元 ，推动企业科技传新 ，促进行

业的结构调整与发展 。镇政府还成立了各种研究

机构和专业服务部门 ，构建金属制品产业技术服

务体系 ，从而提高金属制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

包括 ：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山市汉信现代设

计制造技术服务中心 、小榄镇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信用担保公司 、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环境技术研

究中心 、小榄镇工业培训中心等 。

制造业信息化工程

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装备的现代化 ，是

一项重点工作 ，广东省已有广州 、东莞 、佛山和

深圳四个国家 “制造业信息化工程” 重点城市 ，

是全国重点城市最多的省份 。

２００６年 ５月 ，广东省承担的 “十五” 国家科

技攻关计划 “制造业信息化关键技术攻关及应用

工程 （广东省）” 课题在北京通过了科技部组织

的专家组验收 。截至 ２００６年 ，全省已完成了 ８个

有鲜明地域产业特色的示范市和 ８个示范专业镇

建设 ，探索了扶持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 ASP服
务模式 ；完成了制造业信息化技术研发项目 ６５

项 ，取得 ２６项软件产品版权登记和 ６ 件专利 ，

获得省 、市科技进步奖励 １５项 ；完成了 １９２家省

级示范企业和 １６７家市级应用示范企业建设 ；建

成了 ６个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鲜明特色的省级制

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中心 ，以及 ９８ 个市和镇

（区） 的技术服务中心 ，开展培训１９８８期 ，培训

制造业信息化人才 ８万余人次 ；全省已形成了广

东省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联盟等 ４个制造业信息

化产业联盟 。

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的实施 ，增强了企业的技

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 ，提高了企业

的市场竞争能力 ，支持了区域制造资源优化重组

和产业结构调整 。示范企业的国产软件应用率达

到 ５０％ 以上 ，新产品贡献率达到 ３５％ 以上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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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日 ，由广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和 e‐works共同主办的主题为 “ERP推动中国制
造业管理创新” 的 ERP应用年会在广州隆重召
开 。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企业信息化管理代表

４００余人参与了本次盛会 ，共同探讨 ERP如何实
现制造企业的管理创新 ，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的

发展进程 。中山 、佛山 、珠海 、南昌 、厦门 、株

洲 、泉州 、广西等地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也到会给

予支持和帮助 。会议对推进我国制造业信息化发

展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 本次年会公布了

枟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年制造业管理信息化 （ERP） 产业
发展研究报告枠 。 e‐works调查表明 ，２００５年中国

制造业 ERP软件市场为 ２７畅８５亿元 ，较 ２００４年

的 ２３畅９３亿元增长 １６畅３８％ ，约占全球 ERP市场
份额的 １畅３％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７日 ，省科技厅和省信息产业厅

联合主办了 “第四届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论坛” ，

全省 ３００多家制造业企业的近 ６５０位企业负责人

和信息化主管领导参加了此次华南地区制造业信

息化的空前盛会 。该论坛通过全面展示最新的信

息化产品 ，提供完整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推进广

东省制造业信息化工作 ，增强制造业企业信息化

意识 。同时 ，论坛也为与会者搭建了一个政府 、

专家 、制造业企业 、领先 IT 厂商之间认识 、交

流 、合作的平台 ，为企业的下一步决策和发展提

供帮助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继续申报科技部 “十一五”

重大科技项目支撑计划 ———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

科技示范工程 ，获科技部立项支持 ，支持经费

３６８万元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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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高新区 ，不断开拓创新 ，全

力推动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创新

创业环境建设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培

育和吸引优秀人才 ，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的快速

健康发展 ，为本省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

高新区园区建设

广东省各市对高新区园区建设工作高度重

视 ，高起点规划建设 ，市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

不断加大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 ，大部分园区积极

开展创建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活动 ，取得明显

成效 。

广州科学城的开发日新月异 ，目前基础设施

完成投资超过 １００亿元 ，完成土地开发 １２平方

公里 ，绿化面积１ ５００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５％ ，园区路网与全市路网体系衔接紧密 ，已初

步建成国内一流的生态科技园区和广州市的新

城区 。

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长期以来坚持高标

准建设 ，对松山湖优良的生态环境实行保育性开

发利用 。园区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 。 ２００６年以

来 ，主要开展了北部工业城和中心区十多项配套

设施建设 ，使园区生活 、生产条件更趋完善 ，初

步形成人与环境 、产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区域 。

中山高新区已经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 ，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项目配套已使科技新城在中山

东部中心的地位初步显现 ，科技新城作为东部的

一个政治 、文化 、科技 、商业中心 ，未来将打造

成为中山市的次中心城区 。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 年 ，全省 １６ 个高新区工业总产值

６ ２７３畅２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２畅９２％ ，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的 １２畅２７％ ；工业增加值１ ３３６畅８４亿元 ，比

上年增长 １６畅３０％ ；实际上缴税费 １９８畅５５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１４畅９７％ ；在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

上涨等因素的压力下 ，出口创汇仍达到 ３４０畅９６

亿美元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１１畅２９％ 。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 ，高新区 ２００６年单位面

积产出 ３６畅６１ 亿元／平方公里 ，比 ２００５ 年提高

４畅０８亿元／平方公里 ；人均劳动生产率 ６３畅２５万

元／人 ，比 ２００５年提高 ５畅０６万元／人 ，是全省的

１１畅５倍 ，高于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均水平 。全

省 １６个高新区以占全省 ０畅３％ 的土地面积 ，创造

了占全省 １２畅２７％ 的工业总产值 ，真正成为广东

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 。

从全国范围来看 ，广东高新区的发展也处于

先进地位 。 ２００６年全省 ６个国家级高新区完成工

业总产值５ １４２畅６４亿元 ，工业增加值１ ０３８畅３５亿

元 ，分别占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的 １４畅３２％ 和

１２畅１９％ 。深圳 、广州高新区在科技部火炬中心最

近组织的全国高新区评比中 ，分别排在第二和第

四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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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2 1 　 2006年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指标

序号
高新区

名称

已批准

面积

（平方

公里）

主要经济指标 高新技术企业收入情况

总收入

（千元）

工业

总产值

（千元）

工业

增加值

（千元）

出口创汇

总额

（千美元）

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

（亿元）

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额

（亿元）

１ $广州 ３７ SF畅３４ １２７ １１３ ４９６ 4９８ ７９１ ９９９  ２０ １９９ ９０９ W３ ９０３ ６２５ 煙— —

２ $深圳 １１ 唵y畅５ １６４ ３３４ １２７ 4１６０ １９２ ８８８  ３２ ６２７ ３５７ W７ ５０７ １５３ 煙１ ５５１ NA畅６５ —

３ $珠海 ９ 唵y畅８ ７９ ３２２ ２０１ 4７９ １９７ ８６７ vi畅５３ １５ ４９３ ８８３ W５９ ３１６ １８１ 煙７７０ 珑—

４ $惠州 ８ 唵y畅８ ６４ ３０９ ６８６ 4６４ ０７０ ８１０ vi畅９２ １１ ８７２ ４２６ W５６５６ １１５ 煙５２１ 珑４６ j
５ $中山 １７ 唵y畅１ ７０ ６３９ ６８４ 4６７ ５０９ ８０３  １５ ２６７ ５９２ W４５９０ ９９９ 煙— —

６ $佛山

（国家级）
１０ 祆４３ ６１１ ４８０ 4４４ ４９９ ５５６  ８ ４１３ ５６４ W２ ９２７ ９３７ 煙３８３ 珑２４ 蜒哪畅７９

７ $东莞 ６７ SF畅４３ ２３ ５６２ ０００ 4２９ ４１２ ０００  ７ ５７７ ６００ W１ ００１ ０００ 煙２７７ 亖t畅５ ８ 蜒哪畅５５

８ $肇庆 ３４ 祆７ ９６４ ３２０ 4７ ８３３ １１６  １ ９３０ １２１ W３００ ３２１ 煙３４ NA畅４１ １ 蜒哪畅４２

９ $江门 ５ 祆８６１ ２５１ 4１０ ５３５ ８０８  ２ ３９７ １６０ W６３２ ６５２ 煙１０ 亖t畅２ ０ 蜒哪畅７６

１０ >汕头 ４ 祆６ １６０ ０００ 4６ ６００ ０００  ２ ５０１ ０００ W４５ ５３０ 煙２５ NA畅８５ ０ 蜒哪畅０４

１１ >河源 １３ 唵y畅８ ４ ３６０ ９２１ 4４ ３９６ ０９０  １ １４２ ９８３ W１８８ ４４０ 煙２５ 亖t畅６ １ 蜒哪畅２８

１２ >佛山

（省级）
— ２８ ３６２ ０００ 4３０ ６０４ ２００  ６ ６５９ ０００ W４８５ ６１０ 煙— —

１３ >揭阳 ３３ 祆８ ６７５ ０００ 4８ ９２３ ０００  ２ ８２１ ０００ W２５８ ０００ 煙６ NA畅７３ ０ 蜒哪畅３２

１４ >清远 １５６ 唵y畅５ １３ ８００ ０００ 4１３ ９１０ ０００  ４ ６０３ ０００ W６１０ ０００ 煙４２ 亖t畅６ １  鼢畅３

１５ >梅州 １８ 唵y畅８ ４７０ ０００ 4５７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０ W３０ ０００ 煙２ NA畅６１ ０ 蜒哪畅４７

１６ >阳江 ４５ 唵y畅６ ２８１ ０００ 4２８１ ０００  ７２ ４５０ W２６ ３７２ 煙２ 亖t畅４ ０ 灋憫畅２３８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高新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集中 、创新创业氛

围浓厚 、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的区域 ，理当

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强大引擎 。 “十一五” 开局以来 ，广东省高新

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呈现高级化 、特色化 、集群化的势头 。

【产业向高级化发展】 　广东省各高新区结合自

身特点 ，积极打造产业链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

势产业 ，一批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产

业集群正在形成 ，高新区产业已经呈现出向高附

加值段发展的良好势头 。如惠州仲恺高新区激光

头特色产业优势明显 ， ２００６ 年产值达 ３０２畅５ 亿

元 。河源近年以手机产业为核心 ，大力发展电子信

息产业 ，２００６年电子信息产品产值达 １６畅０４亿元 。

从全省范围来看 ，以高新区为主体 ，珠三角

东岸的广州 、深圳 、东莞 、惠州高新区组成了

“电子信息业走廊” ，西岸的佛山 、中山 、江门 、

珠海高新区形成了以电器 、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

为主导的配套环境和产业链 ；山区的肇庆高新区

以大企业为龙头 ，形成了较完善的有色金属材料

产业链 ，２００６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金属新材

料特色产业基地 。这些产业高新技术相对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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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规模 ，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

产业集群 ，成为当地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

据统计 ，２００６年全省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工

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 ２１畅３１％ ，比上年增长 ０畅６２

个百分点 ；利税总额达到 ４６９畅４６ 亿元 ，比上年

增长 ２５畅１６％ ，远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高

新区已经成为广东省电子信息 、生物工程 、新材

料 、机械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产地 。 ２００６

年 ，全省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约４ ７００亿

元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超过

７０％ ，约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３０％ ，其中

６个国家级高新区完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３ ９４３畅８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５畅２％ ，也远高于工

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国际化战略实施】 　 广东省高新区积极实施

“引进来 ，走出去” 的国际化战略 ，开展 “内涵

式” 招商引资 ，引资方式已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

资转变 ，要求引进的项目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并

符合严格的环保要求 。 ２００６年 ，全省高新区全年

招商引资合同金额达到 ８４畅９４亿美元 ，招商引资

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例如 ，广州高新

区科学城近年来吸引了 LG 、飞利浦 、微软 、英

特尔 、 IBM 、甲骨文等一批世界顶级高科技企业

落户 ；珠三角各高新区都有多家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

落户 。

高新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

高 。 ２００６年全省高新区出口创汇总额为 ３４０畅９６

亿美元 ，占全省出口创汇总额的 １１畅２９％ 。深圳

高新区先后被授予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

地” “亚太经合组织开放园区” 等荣誉称号 。一批

在高新区发展壮大的企业 ，开始走出国门 ，迈向

世界 。例如 ，在肇庆高新区内发展壮大的亚铝集

团 ，已经成为亚洲最大铝型材生产企业 ，产品远

销欧美 、中东等地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高

新区企业 R&D投入约 １５０亿元 ，比 “十五” 期

末增长约 ２３畅０４％ ，其中 ６个国家级高新区 R&D
投入 １２６畅２２亿元 ，占销售收入的 ２畅５２％ ，远高

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省 １６个高新区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有

６００多家 。

高新区已逐步成为当地的自主创新中心 。如

深圳高新区区内大部分企业坚持每年提取 ４％ －

１０％ 左右的销售收入作为研发中心的研究开发

费 。微软 、 LG 、飞利浦等一批世界 ５００强跨国公

司均在广州高新区内设立了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

中心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高新区内被认定的省级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１ １３２家 ，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

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的 １／４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 ５０％ ，全省

１６个高新区累计专利申请量约 ３万件 ，其中发明

专利１２ ０００多件 （见表 ６ ３ ４ １） 。 ２００６年 ，６

个国家级高新区专利授权２ ３５０件 ，其中发明专利

８９２件 ，占 ３８％ 。广州 、深圳高新区被批准为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

省高新区内名牌产品达到 ６０多个 ，占全省名牌

产品的 ２５％ 左右 ；国家级 、省级新产品 １００ 多

个 ，占全省新产品总数的 ３５％ 左右 。如广州高新

区有 ４家企业 ４个产品获得 “中国名牌产品” 、 ５

个产品获 “广东省名牌产品” 称号 。 “华为” 牌

程控交换机获首批 “中国世界名牌产品” 称号 。

表 6 3 4 1 　 2006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专利情况表

序号 高新区名称
累计专利

申请量 （件）

当年专利

申请量 （件）

累计专利

授权量 （件）

当年专利

授权量 （件）

１ m广州 （国家级） — ８３５ >— ２３８ Q
２ m深圳 （国家级） — ４ ７２０ >— １ ２７７ Q
３ m珠海 （国家级） — ４３０ >— ２１４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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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高新区名称
累计专利

申请量 （件）

当年专利

申请量 （件）

累计专利

授权量 （件）

当年专利

授权量 （件）

４ m惠州 （国家级） １ ２８２ 蜒１９６ >１ ０７６ *３９５ Q
５ m中山 （国家级） — ２６８ >— １３３ Q
６ m佛山 （国家级） １ ４０３ 蜒２８４ >６８９ *２５５ Q
７ m东莞 （省级） １３０ 蜒８１ >１４８ *１０ Q
８ m肇庆 （省级） ７２ 蜒９ >６８ *８ Q
９ m江门 （省级） １４ 蜒５ >５ *３ Q
１０ 噰汕头 （省级） １３５ 蜒２９ >５０ *１３ Q
１１ 噰河源 （省级） — — — —

１２ 噰佛山 （省级） — — — —

１３ 噰揭阳 （省级） ２８５ 蜒７２ >２１５ *４５ Q
１４ 噰清远 （省级） ７３ 蜒３６ >６ *７ Q
１５ 噰梅州 （省级） — — — —

１６ 噰阳江 （省级） ５８ 蜒１１ >４７ *８

注 ：“ — ” 表示缺统计数据 。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近年来 ，广东省持续通

过组织 、优化和整合现有的科技资源 ，推动产学

研合作 ，加强高新区相关的创新基础条件建设 ，

不断完善高新区创新体系 。启动建设的平台有广

东软件研究公共创新平台 、广东集成电路设计中

心 、广东生命健康研究院 、广东数字媒体研究

院 、广州工业研究院 、华南精密制造研究院 、广

东工业电子信息研究院等 。搭建了以大学 、科研

机构 、企业研发中心 、工程技术中心 、企业孵化

器 、科技中介机构 、大学科技园为依托的创新平

台 ，形成了研发 、中试 、生产的产业链 。创建发

展了形式多样的企业工程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省高新区建有研发机构的

企业达 ５０６家 ，国家级 、省级以上研发中心 １００

多家 。

全省高新区普遍建立或筹建了孵化器 、检测

中心 、研究院等各类创新平台 ，并与国内外知名

大学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 ，为高新区产业

自主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 。例如 ：中山高新区搭

建了现代光电 、现代医药 、健康基地等多个技术

创新平台 。广州高新区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数字电

视工程中心已正式运作 ，与北京大学合作的动漫

软件平台项目也已启动 ，暨南大学的基因药物国

家工程中心已在园内办理了注册手续 ，区内建成

和在建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共计超过 ８０万平方

米 ，毕业企业 ３２４家 ，产业化企业 ２３９家 。东莞

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围绕建设创新型东莞的目

标 ，与部省共建东莞松山湖国家火炬创新创业

园 。 ２００６年 ，以深圳高新区为骨干的深圳市创新

体系获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惠州 、肇庆 、江门

等高新区基本建成了孵化器 。河源高新区围绕手

机产业 ，搭建手机检测中心 。汕头高新区构建的

“软件开发开放性构件库平台” 已和汕头市软件

园 、高新区软件园 、汕头大学等多家单位开展软

件测评和研发实验等业务合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佛山国家高新区 ，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合

作 ，建成了教育部科技产业化示范区 。

【服务体系建设】 　服务体系建设是完善高新区

创新创业环境的关键 。 ２００６年以来 ，省科技厅加

强了对高新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引导 ，根据各高新

区产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从全省的角度 ，统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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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并通过专项资金扶持 、加强培训指导等方

式 ，支持各高新区构建各类服务平台 ，不断提高

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切实为高新区企业创新创

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

各高新区也十分重视创业环境建设 ，大力发

展服务于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中介机构组

织 ，鼓励和发展风险投资保险机构 、投资顾问机

构 、科技评估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

所 、信用担保机构 、人才培训中心 、技术交易中

心等中介机构入区 ，为区内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

广州 、深圳和中山高新区积极推进三板市场股权

代办试点园区 ，鼓励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三

板市场 ，充分利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 ，拓展融

资渠道 ，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各高新区长期坚

持实施人才战略 ，积极打造和优化高新区创新创

业的软硬环境 ，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

也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就业岗位 。

人才总量不断增长 　 ２００６年 ，全省高新区内

就业人数为 ９９万人 ，比上年增长 ３畅９％ ；国家级

高新区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１畅０７万人 ，比

上年增长 １１畅６８％ 。全省高新区凝聚了一批优秀

的企业管理人才 ，这些人才在工作中不断成长 ，

已经开始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管理能力 ，成为高

新区发展的中流砥柱 。

人才结构较为合理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达到

３７畅１万人 ，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３７畅４％ ，留学归国

人数６ ４３７人 ；国家级高新区学士学历人数 １２畅５

万人 ，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１８畅３％ ，硕士学历人数

２畅２７万人 ，博士学历１ ７５６人 。

人才工作取得新进展 　通过 “留交会” 等形

式累计引进６ ４３７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其中硕士

以上留学归国人员３ ６５１名 ，占 ５６畅７％ 。例如 ，广

州高新区累计引进留学人员 ５７２人 ，共创办留学

人员企业 ３７９家 。中山高新区充分发挥高级知识

分子的领头雁作用 ，聘请与区内支柱产业相关的

院士作为顾问 ，建立该区高级人才数据库 ，并定

期慰问对高新区建设有重要贡献的高级人才 。汕

头高新区着手建设高新区培训中心 ，充分利用国

内外师资力量 ，对各类人员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

科技业务培训 ，从而提高创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

东西两翼和山区高新区发展

近年来 ，地处东西两翼和山区的高新区 ，积

极承接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 ，加快了发展步伐 ，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

【揭阳高新区】 　该区全年共完成工业产值 ８１亿

元 ，同比增长 １８％ ；完成外贸出口额 ２畅４ 亿美

元 ，比增 ２０％ ；实现税收 ２畅１４ 亿元 ，比增

２５畅９％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畅９ 亿元 ，比增

１５％ 。

转变招商方式 ，提高招商门槛 ，重质量 、重

效益 ，一年来共引进新项目 ２２个 ，合同投资额

近 １０亿元 ，其中新引进的项目都有较高的投资

规模 、科技含量和品牌效应 。

区域品牌效应明显提升 ，市场竞争力和产业

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全区新增中国驰名商标

企业 ２家 、省著名商标企业 ６家 、省名牌产品 ２

家 。特别是锦丰集团公司的 “锦丰” 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 ，实现了该市企业驰名商标零的

突破 。

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投资环境更加优良 ，企

业 “安居乐业” ，全年新增投产项目 １６个 。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扶持和鼓励模具产业发

展 ，努力打造广东省模具和塑料制品特色产业基

地 。高新区内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华

南理工大学联合组建 “工程研究院” ，揭阳大立

模具有限公司与汕头大学 、广东轻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联合组成 “模具技术研究技术中心” 。由于

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强 ，２００６年 ，该区承担

国家和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为历史之最 。

【阳江高新区】 　 ２００６ 年全区实现工业产值约

２畅８１亿元 ，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３畅３８％ ；合同利用

外资５ ５９２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１ ７６８万美元 ，

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１０畅５％ ；外贸出口总额２ ６３７万

美元 ，比去年增长 ３８畅８％ ，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２６畅１８％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１畅８４亿元 ，完成全

年任务的 ８７畅５％ ；实现税收２ ６８５万元 ，比去年增

长 ３６％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９２３万元 ，完成

全年任务的 １０８畅８％ ，比去年增长 ３０畅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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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始终把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放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区已有 ８１个项目

（含合同 、在建及建成项目） 申请入园 ，投资总

额 １６０畅９亿元 ，其中 ，在建项目 １４ 个 ，投资额

２６畅７亿元 ；建成投产项目 １７个 ，投资额 １０畅１亿

元 ；合同项目 ５０个 ，投资额 １２４畅２亿元 。重点项

目有 ：广东阳江南岳浮法玻璃项目洛玻集团投资

１０亿元建设玻璃生产基地 ；博赛能源 （集团） 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１０亿美元 ，建设年产

９００万桶天然气合成能源基地 ；广州全智包装印

刷公司投资 ４亿元 ，建设预计年产值 １０亿元的

立体图书高级印刷品生产线 。丰源粮油公司与全

球大豆加工行业巨头 、位居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前 ５０

位的美国嘉吉集团合作 ，成功重组 ，已经入资

４ ２２３万美元 ，企业将于 ２００７ 年初复产 ，预计

２００７年产值将达 ２０ 亿元以上 。这些项目建成

（复产） 将为该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

【清远高新区】 　 ２００６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１３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９８％ ；工业增加值 ４６亿元 ，同

比增长 １００％ ；外贸出口产值 ３９畅６亿元 ，同比增

长 ６８畅５％ 。

经济指标增幅大 　 ２００６年 ，全区共有规模以

上生产企业 ８８家 ，产值超亿元企业有 ２１家 ，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 １０家 ，这 ２１家企业累计完成工

业产值 ９３畅３亿元 ，同比增长 ６６畅２％ ，占全区工

业总产值的 ８４畅２％ ，骨干企业已经成为保持该区

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拉动全区工业增长的

关键因素 。

产业集聚明显 　该区已基本形成现代化工业

园格局 ，建材陶瓷 、电子 、服装已经成为高新区

的支柱产业 ，２００６ 年产值达 ５９畅５亿元 ，占全区

企业总产值的 ５３畅６％ 。在 ２００６年引进的项目中 ，

属于化工行业的就有 １０家 ，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

三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快 　三资和民营企业分

别完成产值 ４７畅８亿元 、 ４４畅６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 １２０畅１％ 、 １５３畅４％ 。

高新科技 、民营科技企业后发势头强 　该区

共有高新科技企业 １４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家 。

２００６年 ，高新科技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累计完成

工业总产值 ２０畅５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６６畅２％ 。

【梅州高新区】 　 ２００６年 ，梅州高新区加快高新

区梅县 （扶大） 园区和深圳盐田 （梅州） 产业转

移工业园的开发建设 ，取得了一定成效 。

招商引资有新成效 　梅县 （扶大） 园区在省

第四届 “山洽会” 上签订项目 ３个 ，计划投资总

额 １畅７亿元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共有进园企业 ５９

家 ，已建成投产 ４２家 。 ２００６年 ，该园区实现工

业总产值 ５畅７ 亿元 ，税利５ ０００万元 ，出口创汇

２５２万美元 。深圳盐田 （梅州） 产业转移工业园

在 “山洽会” 上签订项目 ８个 ，投资总额 ７畅８亿

元 ；至 ２００６年底累计有 １２家企业进园 ，投资总

额 ７畅５９亿元 ，其中 １家企业试产 、 ４家在建 。

园区共建有新突破 　深圳盐田 （梅州） 产业

转移工业园获省政府批准认定 ，并在省第四届

“山洽会” 上授牌 。

创新能力有新提高 　 ２００６年梅县 （扶大） 园

区实现高新技术产值 ３畅０７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额 １畅７８亿元 ，申请专利 ３项 。

该区大力推动汽车零配件产业结构升级 ，规

划了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畲江创业园 ，市政府每

年投入３ ０００万元推进梅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结

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计划在 ２０１０年前 ，实现全

行业总产值超 ５０亿元 。

广东省国家级高新区建设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近年来 ，广州高

新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

精神 ，充分依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州出口加工区 、广州保税区

形成的 “四区合一” 的优势 ，以 “四位一体” 为

指导方针 ，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科

学发展的根本战略 ，紧紧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型科

技园区的奋斗目标 ，遵循科技企业的成长规律 ，

按照创新链的承接关系 ，努力构建完善区域创新

体系 ，实施科技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该区努力

将对外开放形成的产业基础 、经济实力 、管理体

制 、人才队伍等优势转化为自主创新的优势 ，积

极探索一条以经济开发带动技术开发 、以科技创

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 、富有广州高新区特色的

开放创新模式 ，着力推进发展模式从主要依靠要

素驱动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转变 ，从主要由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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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驱动向二 、三产业协调驱动转变 ，从外向型

的工业园区向综合型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园区转变 。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深圳高新区 ２００６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 ６０１畅７４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７畅０９％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 ５５１畅７亿元 ，占工

业总产值的 ９３畅７５％ ，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的 ２５％ ；工业增加值 ３２６畅７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５畅１４％ ；出口创汇 ７４畅５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９畅８５％ ；企业实际上缴税费 ６８畅４２亿元 ，同比增

长 ２４畅９５％ ；企业净利润 ７０畅６３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６畅８６％ ，平均每平方公里实现利税 １２畅０９亿元 。

２００６年 ，深圳高新区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

区的过程中 ，依托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形成的

体制优势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 ，在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当年科技经费投入总额 ７６畅３５ 亿元 ，其中

９３畅２％ 出自企业 ，企业专利申请量占高新区专利

申请总量的 ９９％ 以上 。据统计 ，深圳高新区专利

申请总量列全国高新区第二 ，PCT 专利申请量居
第一位 。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６年 ，高新区

地区生产总值 １９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６％ ；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７６１畅５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０畅２％ ，占

全市总量的 ３８％ ；税收 ２４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 ５６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１％ ；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 ２畅２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５畅３％ ；出口总

额 ７９畅８６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４６畅５％ 。高新区主园

区 （唐家湾镇） 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畅４ 亿元 ，同比

增长 １４畅２７％ ；工业总产值 ８９畅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０畅２２％ ；工业增加值 １９亿元 ，同比增长 ２畅６１％ ；

固定资产投资 ６畅６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５６畅３％ ；税

收收入３ ３７５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１畅５％ ；第三产业营

业收入 ５７畅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０畅４％ 。第三产业

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７畅５个百分点 ，产业结

构逐步合理 。

高新区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 ２００６年共接待欧

美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客商 １１０多家 ，促成一批

高新技术及高附加值项目落户 ，全年共引进项目

５１个 ，合同利用外资４ ６２８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

资３ ４９５万美元 。重点项目得到推进 ，高新区设立

了专项资金 ，成功举行了 １９ 个重点项目签约 、

奠基和投产仪式 。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加强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共有 ２６个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立

项 ，各级资助经费超过２ ０００万元 ，广东高科技成

果产业化示范基地 、南方软件园等 ６个科技企业

孵化基地在孵企业约 ３００家 ，员工７ ０００多人 ，累

计毕业企业 １５０多家 。

【惠州仲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６年 ，据

不完全统计 ，惠州高新区工业总产值 ６３０亿元 ，

GDP１１５亿元 ，税收 １１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５６０亿元 ，出口创汇 ５２亿美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额 ４７亿美元 ，合同利用外资额８ ９２７万美元 ，

申请发明专利 １０２项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７０项 ，

申请外观设计 １５３项 ，获授权发明专利 １４项 ，获

授权实用新型 ５８项 ，获授权外观设计 １５０项 。

２００６年 ，该区在自主研发和创新上迈出了更

大的步伐 ，自主创新有了新的突破 。一方面通过

认真组织科技计划项目 、高新技术产品和 “两个

密集型企业” 的申报 ，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和考核工作 ，来加强科技知识产权管理 ，协助企

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另外 ，２００６年管委会承担

了广东省科技厅科技项目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 ，现已完成硬件安装调试 、

软件编写 ，正处于试运行阶段 。另一方面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载体建设 ，培育自主创新机制 。惠州

高新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已完

成 ，孵化器建设已初具规模 。

【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６年 ，中

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值达到 ５２５亿元 ，

占总产值的 ７５％ 以上 ；全区争取国家 、省 、市各

级政府科技资金共计２ ０２３万元 ；１ — １１月全区人

均专利申请量达到 １３件／万人 （按 ２０万人计算） ；

全区经济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 ４０％ 以下 ，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 ５０％ 以上 。 ２００６年新组建 １家省

级研发平台 、 ４家市级工程中心和 ７家市级技术

中心 ；新增 ５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６家高新技

术企业 ，３家市级软件企业和 ４家市级装备制造

企业 。

该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 ，在园区建设方面走

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形成了一定的特

色 ：一是高效的管理体制和园区运营方式 。中山

高新区在管理体制上分为高新区领导小组和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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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两级架构 ，区管委会为市政府的派出机

构 ，中山高新区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

财政体制 ，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山高新

区成立了区属工业总公司 ，将政府在经济发展和

管理这一块的主要职能由各大总公司运作 ，每个

总公司负责管理和开发一个专业园区 ，发展一个

特色产业 。这种独特的管理体制和园区运营方式

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是和谐园区建

设 。中山高新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 、环境

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正确处理园

区建设与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 ，实现城乡和谐发

展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关系 ，实现

园区人文和谐 。

【佛山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６ 年 ，

佛山高新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 ，狠抓 “十项重

点工作” 的落实 ，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 、科

技创新等各项重点工作有效推进 ，园区发展呈现

良好局面 。 前三季度 ，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３１４畅０１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５畅１９％ ；实现销售收入

２９６畅８３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畅５７％ ；实现工业增加

值 ６４畅７９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７畅１４％ ；实现出口创

汇 １９畅９３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６畅５１％ ，其中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额 １７畅２６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９畅１９％ 。

高新区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考

核 、更名工作和推动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６年有 ７家

企业被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达 ４３ 家 ，

占了投产企业总数的 １／３ 。 １个项目申报 ２００６年

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的 “重大合作项目” ，３个项

目申报 “示范合作项目” 。高新区还加大对固有

资产的投资力度 ， ２００６ 年全年累计投入资金

５０ ５５３万元 （含征地及零星工程款） 用于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整体素质形

象 ，２００６年高新区在员工培训 、文化建设等方面

取得成绩 ，其中包括全面推广 VI形象 、举行大

型户外形象展示活动 、举办高新区机关工会和对

外帮扶活动 。另外 ，２００６年高新区还顺约利通过

了 ISO９００１和 OHSAS１８００１两大体系认证 ，高新

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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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兴 贸

２００６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

长的势头 。当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１ ０２０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２８％ ，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

３４％ ，出口额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其中 ，加工贸

易项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８９７畅６亿美元 ，增长

２４畅５％ ，占出口总值的 ８８畅８％ ；一般贸易出口

５９畅５亿美元 ，增长 ６６畅７％ ，占出口总值的 ８畅３％ ；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产品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品

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共出口 ８７７亿美元 ，增长

２４畅７％ ，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８６％ 。 ２９家 “重点培

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企业累计出口额 ８９畅５亿

美元 ，增长 ２７畅７％ ，占全省出口额的 ４畅２％ 。

出口品牌带动工作

积极开展出口品牌带动工作 ，培育和扶持自

主品牌产品出口 ，提高出口产品核心竞争力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对全省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情况进

行了摸底调研 。调研组分别与几十家省 、市属企

业 ，部分市外经贸局 、财政局等进行了座谈和实

地调研 ，形成了调研报告 ，向省政府提出了树立

创建自主出口品牌意识 、制订自主出口品牌发展

规划 、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协调机制 、构

筑出口品牌信息服务平台 、健全法律规范体系 、

增强政策性金融手段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 ７项

建议 ，争取省政府设立 “广东省出口品牌发展专

项资金” ，加大对自主出口品牌建设的财政支持 。

积极帮助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 。 ２００６年 ，根据商务部的要求 ，分别组织省内

有关企业参加 ２ 月 、 ７月和 ９月商务部在韩国 、

美国和英国举办的 “第四届中韩技术展示暨洽谈

会” “中国品牌出口商品美国展” 和 “中国品牌

出口商品欧洲展” ，并在 １１月组织部分自主品牌

企业赴北欧考察推介 ，帮助企业深度开发欧美市

场 。在第八届高交会的组织工作中 ，注重吸收有

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参展 。

在参展项目中 ，已申请和已获得专利的项目有 ６７

个 ，占项目总数的近六成 。

２００６年 ，商务部开展 “品牌万里行” 活动 ，

进行系列宣传推广 。广东省积极配合 “品牌万里

行” 活动香港站的各项目工作 ，活动期间开展了

“品牌万里行” 招待酒会暨 “中国风东方霓裳秀”

和 “品牌战略与中国经济” 高层论坛等大型活动 。

资金与政策支撑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广东省外经贸发

展需要 ，决定从 ２００６年起 ，省科技兴贸专项资

金将增加对企业设立自主出口品牌产品研发机构

以及高新技术出口产品技改和研发项目的配套支

持 ，使专项资金支持环节前移 。 ２００６年 ，共有省

丝绸集团 、省食出集团等 ９家企业的自主出口品

牌产品研发中心 、检测中心和省丝丽服装公司 、

肇庆星湖科技股份公司等 １４个高新技术出口产

品技改和研发项目得到了专项资金的重点支持 。

２００６年 ，中央财政划拨 “品牌发展专项资

金” 到广东省财政 （不含深圳市） ，主要用于推

动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 、组织企业参加自主品

牌展览和推介 、宣传推广 、交流培训研讨及其他

有利于自主品牌建设的公共服务 。为用好国家专

项资金 ，务求发挥资金的最优绩效 ，根据有理有

据 、合理安排的原则 ，有关部门提出了该资金用

于品牌国内推广和国外拓展的分配方案 ，并拟定

了品牌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国外拓展部分的管理

办法 。

在全省科技计划中 ，对高新技术的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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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向型科技企业的科技攻关项目给予倾斜支

持 。在科技项目的立项中优先考虑国际竞争力

强 、附加值高 、出口规模较大的项目 ，在扶优扶

强中重点扶持了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出口

能力的重点企业 ，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出

口 。 ２００６年共选择了 ２０多项重点项目 ，支持经

费 ３５０多万元 。

２００６年 ，根据国家关于建立科技兴贸出口创

新基地的要求 ，积极推动广州市 、深圳市和中山

市申报国家首批 “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 。以

商务部出口创新基地的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 、发

展方向和支持内容为指导 ，拟定 枟广东省关于建

设 “出口创新基地” 的贯彻意见枠 ，明确了本省

对出口创新基地的支持方向和长远规划 。同时 ，

要求各市 （企业） 要根据商务部和省的要求 ，结

合实际 ，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对商务部

认定的 “出口创新基地” 项目实行动态跟踪 、定

期评估和信息上报制度 。

根据商务部关于做好软件出口促进工作的有

关要求 ，为进一步扩大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

口 ，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组织广州 、珠海

市申报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４６１ 工业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大农业科技发展





科 技 兴 农

２００６年是 “十一五” 的开局之年 ，广东科技

部门通过科技下乡 、星火培训和农民工培训 、农

村科技信息 “直通车” 等手段 ，从项目研究 、推

广体系建设 、技术培训等方面切实开展科技兴

农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

对 ２００６年农业领域共批准农业科技攻关和

星火计划立项项目１ １１２项 ，安排经费７ １８３万元 。

对水稻 、甜玉米 、蔬菜 、优质黄鸡 、对虾和能源

甘蔗 ６个产业化推进重大专项 ，含 ４３ 个小项 ，

共投入资金 ６３２万元 。

星火计划实施进展

２００６年是 “十一五” 计划的开局之年 ，至此

星火计划已实施 ２０年 ，广东省星火计划工作在

科技部的正确领导及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密切配合

下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贯彻落实

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若干意见枠 和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

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枠 精神 ，按照 枟广东省 “十

一五” 科技发展规划枠 要求 ，瞄准世界农业科技

先进水平 ，以全面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农业产业

竞争力 ，保障食品和生态安全为主要任务 ，大力

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体

系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 。

【星火计划项目申报与实施】 　 ２００６年省科技厅

加强与各市科技主管部门和相关院校 、研究机构

及财政部门的协作 ，申报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和农

业科技转化资金项目 ，推动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

和成果的应用与示范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获得国家

星火计划项目立项 １１４项 ，其中重点项目 ６个 ，

安排经费 ３５５万元 ，全省 （含国家星火计划） 共

组织实施星火计划项目 ３９６ 项 ，项目总投入

２４５ ０３９万元 ，其中省财政投入１ ３３６万元 ，企业

自筹２０１ ８４０万元 。项目当年实现产值１ ４７６ １７１畅９

万元 ，新增利税５３６ ４８７畅３万元 ，年创汇９ ８５９万美

元 。应用推广了桑叶桑枝综合利用技术 、优质甜

玉米系列新品种及综合利用技术 、新型高效动物

流感灭活疫苗和华南地区双季稻一次性施肥新技

术等 １００多项 ，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 ；获

得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立项 １８ 项 ，

经费１ １４０万元 。转化项目的实施 ，促进了猪链球

菌病系列疫苗的产业化发展 、荔枝龙眼剥壳去核

打浆机中试应用 、南方超高产花生品种 “粤油 ７

号” 产业化示范以及控制入侵红火蚁的环保型生

物制剂的创制 、优质高抗水稻新品种 “华航丝

苗” 高产高效生产及食用菌产业化关键技术应用

等近 ２０项成果的推广应用与示范 ，形成了十多

个区域性支柱产业 ，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

【纪念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活动】 　以 “高举星

火旗帜 ，致富广大农民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为主题 ，全省掀起纪念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

２０周年的热潮 。广东省科技厅以 “广东省纪念星

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暨科技下乡活动” “广东 、广

西星火技术产业带研讨会” “广东省星火技术产

业带联席会议” 等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 ；各地级

市也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 ，以 “科技下乡” 和

“农民科技培训” 为主题全面开展宣传纪念活动 。

“广东省纪念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暨科技下

乡活动” ，先后赴粤西 、粤北 、粤东的 ４ 个地级

市 ，深入 １２个镇开展科技下乡和科技咨询活动 。

据统计 ，参与省市县 （区） 联动活动的科技工作

者共计３ ０００多人次 ，先后举办农业实用技术讲座

２０场 ，开展科技集市 １０次 ，咨询活动免费为农

民发放科技资料 ５ 万多册 、 样品 ３ ０００多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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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D／DVD农业科技光盘 ５００多张 ，免费赠送肥

料２ ０００多公斤 ，为农民义诊 １畅５万人次 ，赠送药

品共计 ２万多元 ，参与咨询的群众逾 １０多万人

次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枟南方日报枠 及活动所

在地的电视 、报纸等新闻媒体均进行大量 、及时

的专题报道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对 “广东省纪

念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暨科技下乡活动” 的成

效给予充分的肯定 。

省科技厅组织 ３５个项目参加中国东盟博览

会暨中国星火计划 ２０周年成果展 ，其中 ２５个项

目获优秀参展项目奖 ，广东省科技厅荣获优秀组

织奖 。

科 技 下 乡

２００６年 ，适逢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 ，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依靠科技进步

扎实推进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依靠科学

技术促进 “三农” 问题的解决 ，大力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地区的转化利

用 ，开展了广东省纪念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暨

科技下乡活动 ，包括省市联动科技下乡活动 、多

部门联动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相关专家分赴肇庆

怀集 、阳江阳东 、河源东源 、汕尾陆河等 ４个乡

镇开展科技下乡系列活动 。

科技下乡召开农业技术现场咨询会 ４场 、紧

扣当地产业特色的农业技术专题讲座 ４次 ，发放

农业技术资料和科普资料３７ ０００份 （册） ，赠送肥

料１ ３４０公斤 ，以优惠价格向农民销售水稻种子

１ １００公斤 ，为农民开展医疗义诊 ８００多人次 ，赠

送教育用品 、科普书籍 、药品一批 ，总价值近 ２０

万元 。先后有 １６０多人次的专家参加本次系列科

技下乡活动 ，四个市累计有２３ ０００名农民参与 ，

农村基层技术人员和农民 ３８０多人接受培训 。

星 火 培 训

【星火培训】 　 坚持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 、促

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宗旨 ，采取星火计划项目牵

头 ，国家级星火培训基地重点引导 ，省市星火培

训基地和星火学校推广普及的做法 ，以强化科技

意识 、提高管理水平 、加强职业技能 、促进非农

就业 、普及科技知识 、推广实用技术为主要内

容 ，按照实际 、实用 、实效的培训原则 ，多层

次 、多渠道 、多形式开展星火培训 ，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各级星火培训基地 、星火学校

共举办管理知识 、专业技能 、实用技术及相关的

师资培训班 ５７９期 ，培训了 ８畅１万多人次 ，其中

包括各级科技管理班 ６１ 期 ，培训近７ ０００人次 ；

各类非农就业技术技能培训班 １１０ 期 ，培训近

１畅３万多人次 ；农村先进适用技术培训班 １１９期 ，

培训 ４畅９４万多人次 ；举办各种师资培训班近 ２７

期 ，培训２ ６１６人次 ，培训星火科技管理干部 、乡

镇企业管理技术人员 、基层农技干部 、农民工及

农村富余农民 ２畅６万人次 。在培训方式上采取点

上示范与面上推广相结合 、骨干培训与一般学员

培训相结合 、集中学习与分散指导相结合的形式 ，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同时 ，结合送科技下乡及

“科技进步活动月” ，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市县 ，

采用专家现场咨询 、专业户示范引导 、现场经验

交流 、书刊及音像制品派送等多种方式 ，在全省

范围内广泛开展农业科普知识和实用技术讲座 ，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 ，共

举办各种科技讲座 １２０余次 、 ５万多人次参加 。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叶毓峰）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是在前三

年实施推广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继续投入专项资

金１ １００万元 ，重点对全省 １９个地级市全面推广 ，

通过实施信息直通车工程 ，进一步拓展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功能 ，完善基层信息员队伍 ，全面启动

“百千万” （百家信息联盟 、千名咨询专家 、万名

一线信息员） 工程 。依托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和现

有通讯条件 ，高效整合各行业信息资源 ，为广大

农民提供更廉价 、更有效 、更快捷的信息服务 ，

真正实现信息进村入户 ，解决农村信息化的瓶颈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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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拓展综合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功能 ，针对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以现有主

流通讯设备为接收终端 ，完善平台服务功能 ，增

加视频信息内容 ，支持多媒体 （语音 、数据 、视

频） ，利用多网 （语音网 、移动网 、广电网） 覆

盖全省 ，支持多种终端 （固定电话 、短信电话 、

手机 、电脑和电视机） ，农民可以按需选用 ，以

更直观的方式满足 “三农” 信息化技术的需求 。

在德庆 、英德 、增城建设了能满足多层次用户需

要的综合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地方分平台 。每天信

息直通车工程省级门户网站信息更新量达到

１０ ０００条以上 。

【信息服务队伍建设】 　完善基层信息服务队伍 ，

延伸信息服务触角 。全省 ２０个地级市和 ６７的县

（市 、区） 建立了信息直通车工程管理和服务机

构 ，发展农村信息员近万人 。与团省委合作开展

了 “信息直通车 ———广东青年服务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行动” ，在 ５４个市 、县的 １０６个村作为示

范点 ，每个村选派团支部书记 、委员或优秀团员

青年作为信息员 。开展高等学校团组织结对帮扶

“信息直通车” 信息站建设活动 ，在全省各高校

组织了 ４０多支帮扶建设农村信息站志愿服务队

和个人自愿报名的近万名大学生志愿者 ，在 ７ － ９

月暑假期间 ，深入农村开展信息直通车工程信息

服务站帮扶工作 ，为广东５ ０００个行政村定制开发

了网站 。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

在全省开展广东省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省级重点

示范点工作 ，集成现有各类信息技术与资源 ，提

升和树立一批在全省具有面上参考意义的农村基

层信息服务示范模式 ，为形成适应新农村发展需

要的多层次 、多渠道 、多元化 、社会化 、综合性

的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提供新鲜经验 ，以点带

面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批准了汕头市金灶镇等

２６个镇村为省级重点示范点 。

【信息联盟建设】 　建立信息联盟 ，实现各部门

涉农信息资源的共享 。省科技厅联合省信息产

业 、农业 、教育 、劳动保障 、卫生 、气象 、物价

等部门 ，建立了农村信息资源交换制度和信息资

源共享制度 ，通过信息直通车工程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 ，向农村地区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在信息联

盟的基础上 ，建立了信息直通车工程专家库 ，组

织了近千名专家入库 ，为全省农民提供农业科技

咨询服务 。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张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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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成果应用与示范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厅与广西科技部门合

作 ，共同建设跨两省区的沿海水产和西江流域林

产化工两条星火技术产业带 ，在科技项目上也实

现跨省区支持 。与各地级市科技主管部门和相关

大学 、研究机构及财政部门协作 ，申报国家星火

计划项目和农业科技转化资金项目 ，组织了六大

“产业化推进” 重大专项 ，推动先进适用的农业

技术和成果的应用与示范 。新批准组建 ９家广东

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 ２６家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 。这些创新中心和健康基地的建设 ，进

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 。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工作

【立项情况】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 （不含深圳） 转化

资金项目获科技部立项 １０项 ，其中重大项目 １

项 ，一般项目 ９ 项 ，全省获得资助资金 ６５０ 万

元 。项目实施单位主要分布在广州 、佛山 、湛江

等市 ，其中广州 ８家 ，佛山 、湛江各 １家 ；若按

实施单位的性质分 ，高等院校 ３ 家 、 研究院

（所） ５家 、农业科技企业 ２家 。所立项目具有应

用性强 、转化示范作用大的特点 。技术领域分布

上 ，种植业 ５ 项 ，占 ５０％ ；畜牧水产养殖业 ２

项 ，占 ２０％ ；农产品加工 ２项 ，占 ２０％ ；农业装

备与信息 １项 ，占 １０％ 。项目实施后 ，预期可取

得产值 １３ ３３８万元 ，税收 １ ２９４畅８４万元 ，利润

４ ０５１畅０６万元 ，将建立一批试验示范区 ，对农业

增产 、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将发挥积极作用 。

【项目实施情况】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广东省对 ２００３

年立项的 ８ 个项目进行了验收 ，验收合格率为

１００％ 。根据对验收的 ８个项目和监理的 １７个项

目 （含即将验收的 ７个项目） 的统计 ，至２００６年

底 ，实施单位总资产达到７６８ ３６６元 ，总收入达

３８０ ３４５万元 ，项目累计到位资金１５ ４９２万元 ，新

增投资额１２ ３７３万元 ，实现的增加值为５２ ９００万

元 ，销售收入２６３ ９２１万元 ，净利润３７ ０３８万元 ，

缴税总额１ ３８９万元 。开发新品种﹑新产品 ４７个 ，

获专利权 １８个 ，发表论文 １１６篇 ，培养人才 １８１

名 ，其中博士生 ２０人 ，硕士生 ３８人 。举办培训

班 ２１１期 ，培训人员１７ ２０８人 。建立试验示范区

数 １２０个 ，建立中试生产线或生产线 １８１条 。

【典型项目简介】 　

利用地热资源生产食用菌示范应用 　由丰顺

县穗光食品有限公司承担 。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３年获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立项支持 。项目实施的两年中 ，在广东省微

生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的技术依托

下 ，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加强技术创新和培

训等措施 ，已取得预期成果 。已建成了国内领先

的利用地热资源 、电源和机械化 、自动化的生产

工艺 ，实现食用菌常年性工厂化生产 。

公司建成和完善占地 ３万多平方米 、建筑面

积达 １畅５万平方米的新厂房 ，建成并完善由电脑

集成自动控制的 ３６个大型人工气候培养车间 ；

设计建成了 ４条连续式接种生产线 ；两套利用地

热节能灭菌装置 ，由过去烧煤 、烧柴变为隧道式

地热水加燃油 ，时间缩短 ，节能 ３０％ 以上 。工厂

化生产食用菌规模由原来的日产 １ — ２吨增加到

目前的 ６吨 ，年产鲜菇能力可达２ ２００吨以上 。在

保持猴头菇 、茶树菇 、蘑菇等优良品种的基础

上 ，开发了国际市场上颇受青睐的杏鲍菇 、北虫

草等新的食用菌新品种 ８个 ，其中 ２００５年度新

选育优良菌株新品种 ２个 ，并投入生产与推广应

用 。质量控制技术规程不断完善和提高 ，开发了

保鲜新技术 ，产品保鲜期由原来 ７天延长到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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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天 ，质量符合农产品出口要求 ，无公害 。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实施期内累计实现产量５ １７０

吨 、销售收入６ ４１０万元 、创汇 ４５０万美元 ，利润

总额 ８４０万元 、交税总额 ２０１万元 。公司在抓好

自身的工厂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的同时 ，建立和

完善以 “公司 ＋基地 ＋农户” 的发展模式 ，先后

在汤西 、附城 、汤南丰良和海拔位置高的八乡等

１０个镇建立食用菌生产示范与推广基地 ，累计带

动农户５ ０００多户 ，达到年户均增加收入４ ０００元

以上 。项目的实施 ，以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示

范基地 ，展示了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有效地促进

了该县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成为山区人民致富

奔康的主要产业 。

华南地区瘦肉型猪高效健康生产成套技术转化

与推广 　由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３年获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立项支持 。该项目以瘦肉型肉猪高效健康饲

养基地为基础 ，采用多点分散的 “公司 ＋基地 ＋

农户” 经营模式 ，有效将肉猪排泄物分散 ，进行

资源化利用 ，用于种植业和渔业 ，大大改善了土

壤有机质含量 ，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 ，改善了

基地周边环境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对瘦肉型

猪高效健康生产技术进行组装和转化 ，开发出广

受市场欢迎的华农温氏配套系 I号猪等产品 ，并

实现了产业化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项目产

业化的实施带动了健康高效养猪产业的发展 ，增

加了农民收入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产

品符合当前的消费需求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竞争力 。

项目的成功实施 ，形成了瘦肉型猪高效健康

生产成套技术 ，通过对瘦肉型猪良种繁育 ，无公

害高效饲料配制等关键技术进行中试和转化 ，培

育出 “华农温氏 I号猪配套系” ，并获国家畜禽新

品种认证 ，开发出 ３个高效无公害饲料新产品并

用于生产 ，培育的 “华农温氏配套系猪 I号” 通

过农业部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高效优质

终端父本种猪 HN２１２新品系的选育与应用 “和”

瘦肉型猪一体化养殖疾病防疫体系的建立及推广

应用” 通过省级成果鉴定 。建立了一个猪肉生产

的 HACCP示范点并通过了 ISO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
系和 HACCP认证 ，建立了生猪安全生产保障体

系 ，促进了华南地区养猪安全生产体系的完善 ，

成功实现了华南地区瘦肉型猪高效健康生产的产

业化 。

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实施单位累计资金投入

５ ６２１万元 ，累计销售收入２１５ ３７９万元 ，累计利

润总额２９ ７３３万元 ；建设了年产 ５万头猪苗的集

约化猪场 ９个 ，推广配套种猪 ９畅６万头 ，带动近

２ ０００家农户 ，户均年直接获利 ３畅１万元 ；建设了

年产 １５万头猪苗的集约化猪场 ５个 。 ２００５年公

司实现产值８８ ６５２万元 ，推广配套种猪 ５畅６万头 ，

带动近２ ０００家农户增收５ ０００万元 ，共主办各类

培训班 ２４次 ，共培训２ ２００多人次 。除推广至项

目示范点所在的广东等地外 ，还推广至广西 、海

南 、云南 、湖北和香港等地 。项目产品肉猪 ９０kg
日龄为 １４５天 ，３０ kg － １００kg 料肉比为 ２畅４ ∶ １ ，

日增重 ９２２g ，瘦肉率 ６７％ ，窝均产活仔数 １０畅６

头 ，猪死亡率 ３％ 以下 ，每头猪用药 ６元 ，肉猪

上市率 ９６畅５％ ，粪便资源利用率达 ９５％ 。

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是广东省进一步提高农业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 ，引导和吸引企业积极从事农

业技术应用和创新 ，建立以区域性支柱产业中的

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为依

托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共批准组建 ４７家省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 。

２００６年省科技厅投入资金 ２６０万元 ，批准了

由广东省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的

“广东省优质鸡科技创新中心” 等 ９家广东省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 ，带动企业自筹资金５ ６００多万

元 ，其中研发经费投入达到３ ０００多万元 。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３年建设期满后 ，预

计 ９家创新中心共研发新产品 、新品种 、新技

术 、新工艺可达 １５８项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

文 ８０篇 ；发表研究报告 １１０份 ；获得专利授权

１８项 ，其中发明专利 ５件 。

【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３年建设期满后 ，预

计 ９家创新中心固定人员配置 ８２３人 ，其中研究

与技术人员占 ５６％ ，５０％ 的人员拥有专业技术职

称 ，４０％ 的人员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共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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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人 ，其中拥有中高级职称 ９５人 ，其中博士 ８

人 、硕士 ３０人 、大学本科 ５７人 。平均每家创新

中心引进人才 ４７人 。

【示范推广效应日益增强】 　 ３年建设期满后 ，预

计 ９家中心可共推广应用新产品 、新技术 、新成

果 、新专利 、新品种 ３９项 ，带动农户 ３畅９万户 ，

增收 ２畅１亿元 ，户均增收１ ２３４元 。

【科技创新基础逐步完善】 　 ３年建设期满后 ，９

家创新中心可研发与引进 １５套软件与系统 ，其

中研发的有 ４套 ，占 ２７％ ，引进 １１套 ，占 ７３％ ；

研发与引进 ７２套新装置或设备 ，其中研发的有

４８套 ，占 ６６％ ，引进了 ２４套 ，占 ３４％ 。

【依托单位效益快速提高】 　三年建设期满后 ，９

家依托单位销售总额可达 ５０亿元 ，净利润 ３亿

元 ，税收为 ０畅８亿元 ，创汇额为 ０畅９亿元 ，销售

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２畅３６％ ；净利润年均增长率

达 ４３畅７４％ ，税收年均增长率达 ４２％ 。

表 7 2 2 1 　 2006年批准组建的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名单

序号 中心名称 承担单位

１ 抖广东省优质鸡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

２ 抖禽 （鸡） 产品综合加工利用研究中心 梅州市恒兴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抖广东省农业 （林产化工） 科技创新中心 德庆县银龙实业有限公司

４ 抖广东省家禽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粤禽育种有限公司

５ 抖广东省菠萝深加工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徐闻通达果汁有限公司

６ 抖广东省禽羽加工科技创新中心 吴川市鸿基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７ 抖广东健康食品技术创新中心 广东哈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８ 抖东莞市沙田顺发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

９ 抖广东省禽畜肉制品创新中心 广东真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技园区

２００１年 １月 １５日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

召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 ，按照 枟农

业科技发展纲要枠 的总体部署 ，国家科学技术部

联合国家农业部 、水利部 、林业局 、中国科学

院 、中国农业银行等 ，启动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建设工作 ，旨在建立一批符合 ２１世纪现代农业

发展方向 、对不同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

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科技园区 ，以推进新的

农业科技革命 ，加速农业由主要注重数量向更加

注重质量效益的转变 。 ２００１年 ，为了加快广东农

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步伐 ，早日完

成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伟大使命 ，广东省科技厅针对广东在推进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并根据 枟农

业科技园区指南枠 精神 ，设立了 “广东省农业科

技园区” 专项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全省共批准广东省

农业科技园区 １７个 ，其中国家级园区 ２个 、省

级 １５个 。园区总面积 １畅９７万公顷 ，示范区面积

７畅０５万公顷 。其后 ，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 ，广东

省按照要求已停止批准新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

已批准建设的园区仍然按照计划实施 ，继续给予

指导实施 。

以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试点）”

建设为例 ，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试

点）” 是首批组建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

自建设以来 ，按照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

高效益管理” 的要求进行运作 ，到 ２００６ 年底 ，

投入资金６０ ３８９畅２万元 ，其中各级财政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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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６０５万元 ，省农科院自筹资金４０ ７８４畅２万元 ；

建成园区核心区面积共 ３８６畅７公顷 ，在全省主要

农业产区共建示范区面积 １６畅６７万公顷 ，园区技

术成果辐射区达到 １３３畅３３万公顷 ，园区核心区

先后建成了科技创新区 、农作物种子工程示范

区 、休闲农业区 、良种苗木繁育中心 、花卉园林

中心 、良种猪育种中心 、动物保健品技术开发中

心 、农化服务中心 、农产品深加工中心 、农业部

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岭南黄鸡孵化场等

重点工程 。园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实现了 “方格

化 、田园化和标准化” ，生产操作实现了机械化

和设施化 。

２００５年省农科院根据园区发展的需要 ，成立

省农科院科技推广处 ，专门负责园区的管理 、服

务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园区核心区依托省农科院

的科研机构建成了研发和服务机构 ６２个 ，其中

独立研发与服务机构 ５２家 ，企业内研发服务机

构 １０家 ；核心区农业科技企业孵化器 （含创业

服务中心） 占地 ２２４畅７公顷 ，孵化企业 （科技型

企业） ４２家 ；研究取得并在园区孵化 、转化的科

技成果 ２２０多项 。园区作为珠江三角洲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和示范辐射的核心区 ，还直

接服务于全省 ２２个专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培

养省内外农业科技专门人才和葡语国家现代农业

科技人员 ５００多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年园区累计总收

入２０８ ４９９畅３８万元 ，利税３１ ９４５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６

年园区核心区总收入达到３６ １４５畅９６万元 ，毛利润

６ ８５４畅５９万元 ，其中产品销售收入３５ ３０９畅９６万元 ，

技术服务收入 ６０２万元 ，其他收入 ２３４万元 ；园

区示范区珠江三角洲十大农业示范区农民年人均

纯收入８ ４３８元 ；园区内企业万元产值耗能为

０畅０５吨标准煤 。

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建立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对开发 、引

进 、联合 、集成和示范 、推广农产品安全生产和

环境友好技术 、满足城乡居民对安全优质农产品

或食品快速增长的需求 、促进 “三农” 问题解决

和农业及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共批准立项建设 ２６家健

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见表 ７ ２ ４ １） ，主要涉

及种养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省科技厅共投入经费

４３０万元 ，带动企业自筹建设资金６ ８００多万元 。

【带动科研人才开展健康农业技术研发】 　基地

的建设聚集一批科研人才投入健康农业方面的研

究 。 ２６个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在 ３年建设期

满后 ，预计将带动１ ５００多名科技人员投入健康农

业技术研究 ，其中 ，中高级职称科研人员 ５００多

人 ，硕士 、博士研究生 ４００多人 。

【促进健康农业产品的开发及生产】 　科研经费

的投入以及健康农业技术的引进与研发带动了健

康农业产品的生产与开发 。 ２６个健康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 ，在 ３年建设期满后 ，预计将生产开发 １５

类健康农业产品 ，其中绿色食品 ８类 ，占 ５３％ ，

无公害食品 ４ 类 ，占 ２７％ ，有机食品 ３ 类占

２０％ 。

【推动健康生产 （加工） 技术体系建设】 　健康

的生产 （加工） 技术体系 ，是生产与开发健康农

业产品的有利保证 ，亦是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建设目标之一 。 ２６个示范基地预计在 ３年

期满后 ，建立 １０个健康生产 （加工） 技术体系 ，

其中 ISO质量管理体系 ５个 ， HACCP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 ４个 ，农业部 TQC全面管理达标企业
认定 １个 。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健康农业】 　健康农业

示范基地通过健康农业技术及产品的研发 、生

产 ，健康生产 （加工） 技术体系的建立健康辐射

带动周边地区农业企业 、农户生产开发健康农产

品 ，促使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 ２６个基地 ３年期

建设满后预计将带动１２ ３７０户农户 ，培训各类健

康农业和技术和管理人才１４ ９００人次 ，带动健康

产品种植面积５ ０８３公顷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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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4 1 　 2006年批准立项的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

１ A东升健康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广东东升农场有限公司

２ A优质潮州柑生产示范基地 潮州市金玉柑桔有限公司

３ A梅县雁南飞茶田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梅县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

４ A广东佳宝无公害蜜饯加工科技示范基地 广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

５ A名优有机茶示范基地建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６ A有机茶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丰顺县凤山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 A饶平县荔枝龙眼生产出口科技示范基地 饶平县妃子笑果业有限公司

８ A从化市三华李标准栽培示范基地 广东省农科集团有限公司粤果种业分公司

９ A揭西县蓝天无公害蔬菜科技示范基地 揭西县蓝天果蔬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甜玉米健康种植示范基地 惠州市盈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优质无公害大米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高要市活道镇农业经济发展公司

１２ [高香型单枞茶生产示范基地 广东宏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紫金县特色水果健康种植示范基地 紫金县盛辉庄园

１４ [深圳市宝安优质有机荔枝生产技术示范基地 深圳市三百颗有机荔枝有限公司

１５ [４ ０００亩茗皇茶健康农业示范基地 廉江市茗星茶业有限公司

１６ [广东阳江健康水产品保鲜与加工科技示范基地 阳江市谊林海达速冻水产有限公司

１７ [佳辉健康水产品加工技术科技示范基地 茂名市佳辉食品有限公司

１８ [全程无抗畜禽 、水产高效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佛山市高明举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 [番禺广东咸淡水鱼类无公害健康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广州百利恒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东莞市银美鲟鱼与鳗鱼健康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东莞市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 [智业生猪健康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汕头市智业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２２ [健康凡纳滨 、细角滨对虾选繁育基地建设 湛江海茂水产有限公司

２３ [广东省顺德区创汇型健康优质鱼类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佛山市顺德区生生水产有限公司

２４ [汕头市澳士兰牧场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汕头经济特区澳士兰牧场有限公司

２５ [广东省珠海市奶牛健康养殖 、胚胎移植示范基地 珠海市龙业牛奶有限公司

２６ [无公害瘦肉型猪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广东瑞昌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东省星火技术产业带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共批准建设产业带 ３条 ，

分别为 “广东省都市农业星火技术产业带” “广

东省畜牧星火技术产业带” 和 “广东省林产化工

星火技术产业带” 。同时 ，根据广东和广西区域

相邻 、资源相近 、产业相接的特点 ，与广西壮族

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建设 “广东广西林产化工星火

技术产业带” 和 “广东广西水产星火技术产业

带” ，打破了区域界限 ，创新了星火技术产业带

的建设模式和组织形式 ，为我国星火技术产业带

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受到科技部的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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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 “广东广西沿海水产和西江流

域林产化工星火技术产业带” “广东省都市农业

星火技术产业带” 经科技部批准 ，成为国家级星

火技术产业带 。

２００６年 ， “广东省星火技术产业带” 建设资

金总投入 １亿多元 ，其中 ，省科技厅共立项资助

８８０万元 ，带动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配套和企业自

筹建设资金９ ７００多万元 。

【完善产业布局】 　 ２００６年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

设仍然遵循产业带建设的基本原则 ，以产业链的

建设来构建产业带 。通过扶持产业上 、中 、下游

企业的技术开发以及产品生产 、推广来完善产业

链的建设 ，从而促进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通过对产业带内 １６７家企业 ，即 “广

东省都市农业星火技术产业带” ９９家 、 “广东省

畜牧星火技术产业带” ３８家和 “广东省林产化工

星火技术产业带” ３０ 家的支持 ，实现了都市农

业 、畜牧业 、林产化工业产业链布局 ，使产业带

内上中下游产品承接有序 、供需均衡 。

【支持技术攻关】 　 ２００６年星火技术产业带资金

的支持 ，主要以支持企业的技术攻关为主 。通过

技术攻关 ，提高产业带内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 ，

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产业带

内企业已启动技术攻关项目 ２３６项 ，其中已经完

成 ９８项 ，推广相关产业适用技术 ６７项 ，推动了

产业带内 ５３家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的

更新换代 。

【树立示范效应】 　产业链的形成 、产业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 ，对产业带建设承担企业产品的销

售 、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而带

动了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为产业带内其他

企业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

通过产业带建设承担单位开展技术培训 、效益的

示范和产品的辐射作用 ，已有近万名农民参加了

技术培训 ，新增种养专业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一

大批 。

【构建信息平台】 　产业带的建设是由一定区域

内的不同企业共同承担的 ，其产品的不同和主体

的差异决定了应该有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来保证

产业信息的流通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在省科技厅

以及各地科技局的支持下 ，经产业带建设单位的

共同努力 ，已经启动了 ３个 “星火技术产业带信

息网” 的建设 。

【成立行业协会】 　产业带内企业的联合是一种

松散型的组织 ，它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 ，按照

产业链的形式结合起来的一个企业群体 。按照国

外及其他地区的经验 ，行业协会将在产业带内起

到有效的组织作用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产业带内

企业已自发成立 ４个相关的行业协会 ，并已经开

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促进了产业管理的和谐和

发展 。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黄江康 　林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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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技发展

２００６年 ，广东林业科技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科学技术大会 、全国林业科技大会等会议精

神 ，全面启动并部署实施 枟广东省林业科技发展

“十一五” 和中长期规划枠 ，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

革 ，加强广东省林科院和区域性林业试验中心建

设 ，提升林业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广东林业高科

技园区 、省级林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森林生态

定位研究站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有力地促进了

全省林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省级

林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已建立了黎蒴 、木荷 、枫

香 、香樟 、火力楠优良种源及桉树 、杂交松 、高

产脂马尾松 、相思优良品种 、品系等试验示范林

９０公顷 。全省森林生态效益监测与研究网络已建

立东江 、韩江 、西江流域 ３个监测站 。

科技项目实施与成果奖励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林业局直属科技单位共承担

国家林业局科技项目 ６ 项 、广东省科技项目 １０

项 ；省林业局启动了局科技项目 １８项 ，围绕林

木良种选育技术 、森林资源培育技术 、森林可持

续经营技术 、森林生态监测与评价技术 、林业生

物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技术 、林业信息技术 、生态

防灾减灾技术 、林业宏观发展战略等 ８个领域 ，

重点开展了乡土阔叶树种良种选育 、商品林良种

选育与高效栽培 、低效生态公益林改造与生态林

效益监测等研究 ，并取得新的突破 。选育出湿加

松优良家系 （杂交组合） １０个 、优良无性系 １０

个 ，优良杂种家系早期材积增益达 ２１０％ －

３８０％ ，湿加松扦插成活率达 ８０％ 以上 ，实现了

扩繁技术产业化 。

“杉木遗传改良及定向培育技术研究”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第五完成

单位） ， “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 、氮 、水耦

合研究”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苏铁类植物迁地保护和繁育研究及推广应

用” “木材加工粉尘治理技术与综合利用研究”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１３项

成果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其中

二等奖 ５项 、三等奖 ８项） ，鉴定和验收成果 ６项 。

【杉木遗传改良及定向培育技术研究】 　该项研

究首次揭示了杉木大中径材成材机理 ，提出了杉

木大中径材林立地控制和密度控制技术 ，构建了

杉木大中径材培育技术体系和低密度目标树培育

技术 ；建立了杉木营养平衡理论 ，提出了杉木近

熟林施肥技术和植被管理技术 ；首次对理论方程

的解析特性与林分结构的匹配性进行了数学分

析 ，解决了生长方程模拟精度的理论问题 ，拓展

了林分结构模拟方法 ，实现了林分直径和断面积

结构的高精度模拟 ；首次建立了杉木人工林广义

干曲线模型 ，为干形的培育 、材积和出材量的精

确计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系统提出了杉木高

世代种子园材料选择和营建技术 ，特别是双系种

子园材料选择及建立技术 ，使得子代材积增益达

到 ４５畅２％ －６６畅５％ ；提出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杉木

种子园稳产高产环割 、捆扎 、修枝 、稀土 、施

肥 、激素等 １１项关键技术 ，种子产量提高１３％ －

１４３％ ；提出了采用同功酶分析等方法进行杉木

早期测定技术 ，使得杉木育种周期缩短一半 。选

出优良家系 １４３个 ，材积增益 １５％ － ７２畅１％ ；建

筑材优良无性系 ３８７ 个 ，材积增益 １５％ －

２１７畅２％ ；纸浆材优良无性系 ２０ 个 ，材积增益

５０％ － １４５％ ；耐瘠薄高效营养型无性系 ３个 ，材

积增益 ２０％ 以上 。截至 ２００５年 ，成果已在湖南 、

江西 、贵州 、广东等省大面积推广应用 ，使得整

个杉木主产区的产量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了

２０％ 以上 ，其中优良无性系造林近 ３０万公顷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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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种子园良种造林近 ６０ 万公顷 ，大径材培育

技术近 １０万公顷 ，增加纯利 ３７畅５１亿元 ，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科技示范与推广

继续抓好湿加松 、优良笋用竹 、地带性森林

植被恢复等十大林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继续推

进林业标准化工作 ，林业标准制定和示范区建设

步伐进一步加快 ，通过审定广东省地方标准 １０

项 ，标准化示范规模达到 ４０万亩 ，发挥了良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 。

进一步加大尾巨桉 、南洋楹 、相思 、城市林

业树种等优良品种 、种源 、家系 、无性系及生物

农药等推广力度 ，广泛开展送科技下乡 、科技培

训等技术服务活动 ，把先进实用技术送到林业生

产第一线 。据不完全统计 ，全年共组织科技人员

下乡 ７２０人次 ，举办培训班 １１７期 ，参加培训人

员５ ５３０多人 （次） ，印发技术资料 、实用小册子

共６９ ２００份 ，林业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取得

了良好成效 。

林业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林业局牵头召开了泛珠三角

区域林业科技合作座谈会 ，各方在合作框架 、合

作机制 、合作内容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 ，逐步

启动了泛珠三角区域林业科技合作 。会议提出 ，

广东等 ９省 （区） 将共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林业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优化林业科技资源配置 ，提

高区域林业科技创新能力 。

粤港林业科技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密切 ，双方

互派考察 、培训 ５批 、 ７６人次 。广东省林业局承

担的 “香港森林植物病虫害调查” 项目全面启

动 ，并完成了第一阶段野外病虫害调查与标本采

集工作 。

国际交流进一步加强 ，组织了 ８个林业考察

和培训团赴南非 、瑞典等 １３国进行考察 、培训

和学习 ；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 ，全年共

达到 １７批 、 ６１人次 ，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林业

管理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 。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对外合作处 　张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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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技发展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 １１３０亿

元 ，同比增长了 １２畅２％ ；水产品出口 ４２畅６万吨 ，

创汇 １５畅８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６畅２％ 和

１２畅３％ ；渔民人均纯收入７ ６５０元 ，劳均纯收入

１６ ２００元 ，分别增长了 １８％ 和 １６％ 。 ２００６年通过

农业部认证的无公害水产品 ５６个 ，产地 ３２４个 ，

面积 ３畅３万公顷 ，成为全国年度认定无公害水产

品产地最多的省份 。全省有 ６４个涉渔产品获得

国家或省名牌产品称号 ，占全省农业名牌产品的

１／３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渔业工作紧紧围绕建设海洋

经济强省的中心任务和全省工作大局 ，以提高竞

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为核心 ，实施科教兴海 （兴

渔）、外向带动 、区域协调 、可持续发展战略 ，

全省渔业发展上了新台阶 。 ２００６年 ，省局被国家

海洋局评为全国科技兴海先进集体 ，惠州区域性

水产试验中心被国家海洋局 、科技部授予 “全国

海洋科技先进集体” 称号 。

科技项目实施

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科技兴海 （渔） 项目

招标 ，２００６年按照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

发展 、引领未来” 的指导方针 ，以实现海洋与渔

业经济加快发展 、率先发展 、协调发展为宗旨 ，

以提升海洋与渔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根

据 枟广东省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年科技兴海规划枠 枟广东

省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年科技兴渔规划枠 和 枟广东省海

洋与渔业科技项目库枠 ，针对当前海洋与渔业在

生产 、研发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 ，

重点围绕广东省大宗 、主导水产品的产业发展来

确定科技攻关方向 ，针对对虾新品种选育及养殖

技术 、罗非鱼良种选育及养殖技术 、海洋经济贝

类良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 、海水鱼类种苗培育及

产业化生产 、水产品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等 ５类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 。

通过科技兴海 （兴渔） 项目的组织实施 ，突

破了一批经济发展瓶颈问题 ，如斜带石斑鱼大规

模人工育苗技术开发通过验收 ，经过推广应用 ，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

【水产养殖品种良种选育】 　水产养殖品种良种

选育取得新成果 ，已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抗病和生长快的凡纳滨对虾等 １０个对虾新品系 ，

建立起 ５个省级以上对虾原良种场 ，年繁育种苗

量达 １３０亿尾 ；选育出新吉富系列九代 、奥尼 、

尼罗 、奥本杂交等多个抗病且生长快速的罗非鱼

新品系 ，建立起 ５个省级以上罗非鱼原良种场 ，

年繁育种苗量达 ８亿尾 ，创造出 “伟业” “三高

奥雄” “广特超” 等名牌产品 。加强加州鲈 、桂

花鱼等良种选育 ，解决种质退化 、抗逆弱等制约

产业发展关键问题 。

【海水养殖种苗繁育技术研究】 　海水养殖种苗

繁育技术研究取得新突破 。石斑鱼 、军曹鱼育苗

培育研究走在全国前列 ，填补国内空白 。鲈鱼 、

石斑鱼 、美国红鱼 、军曹鱼 、鲷科鱼类 、鰤鱼育

苗形成产业规模 ，摆脱了种苗长期依赖进口的落

后状态 ，相关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位 。加强了对

鲍鱼 、扇贝等良种选育 ，开展西施舌种苗规模化

生产 ，鲍鱼工厂化养殖已走在全国前列 ，扇贝养

殖已成为广东省渔民转产转业的主要出路 。

【渔业设施研发】 　 渔业设施研发上了新台阶 。

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国产化深水抗风浪网箱 ，彻底打破国外深水网

箱养殖设施的技术市场垄断 。研制出的 “HDPE
圆形双浮管升降式” 抗风浪网箱拥有 ４项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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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专利和 １项发明专利 ，价格仅为同类进口产品

的 １／３ ，实现了标准网箱规模化 、产业化生产 ，

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该产品目前在国内只有

广东可以生产 ，已迅速推广应用到全省沿海海域

养殖 。

【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以微生物改良养殖生态

为核心的健康养殖技术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自主研发出以系列有益微生物制剂为龙头的健康

养殖配套产品 ，已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近 ３万多公

顷养殖池塘推广应用 。

【广东淡水鱼类资源与开发利用研究】 　省科技

厅与省海洋与渔业局合作 ，开展广东淡水鱼类资

源与开发利用研究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两年共资助

１５０多万元 ，地方财政资助 ７０多万元 ，主持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认真组织华南师范大学等 ５个参加

单位 ，按照课题分工对广东省的东江 、西江 、北

江 、粤西流域 、韩江及珠三角流域鱼类开展了全

面调查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各流域已完成点面调

查 ３０多次 ，出动人力 ３００多人次 ，人均工作量 ６

个月 。发现东江流域鱼类 ５０ 多种 、西江 ３０ 多

种 、北江 ４０多种 、粤西流域 ４０多种 、韩江 ３０多

种及珠三角流域 １０多种 ，在东江 、北江发现广

东淡水鱼类新记录各 １ 种 。共获标本数３ ０００多

号 ，建立了广东淡水鱼类资源网 、广东淡水鱼类

种质资源库 、广东淡水鱼类资源标本库 。该项目

的实施为摸清本省淡水鱼类资源家底 ，推动淡水

鱼类资源高效利用起了积极作用 。

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６年 ，获得 ２００５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６

项 ，分别为 ：由中山大学 、广东省大亚湾水产试

验中心李文笙 、林浩然等完成的 “石斑鱼的生殖

生长调控和人工繁育技术” 和广东海洋大学 、湛

江市海洋与渔业局吴灶和 、吴琴瑟等完成的 “华

南地区对虾产业高效技术” 获一等奖 ；南海海洋

研究所何毛贤等完成的 “马氏珠母贝遗传改良技

术” 获二等奖 ；南海水产研究所李卓佳等完成的

“对虾饲料专用高效益生素和免疫增强剂的研

制” 、阳西县海洋与渔业局梁成满等完成的 “国

家级近江牡蛎吊养标准化示范区” 、华南理工大

学曾庆孝等完成的 “水产品加工的质量保证系统

（HACCP） 的研究” 获三等奖 。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４项 ，

分别为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

“鳗鱼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推广应用” 获二等

奖 ；珠海市水产养殖 （海水） 科学技术推广站的

“金钱鱼和黄斑蓝子鱼高位池驯化 、养殖及配套

技术研究” 、茂名市水产学会的 “微生物制剂在

水产养殖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和云浮市云城区水

产技术推广站的 “丰产鲫的高产养殖技术” 获三

等奖 。

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养殖模式改革】 　广东养殖模式不断改革创新 ，

如 ：顺德万亩连片高产养殖模式辐射到全省各

地 ；名优品种养殖模式 ，由珠江三角洲扩展到沿

海内陆山区 ；“秋冬养虾” 在 “商品虾越冬” 模式

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茂名市根据气候条件 ，独创

“深水鱼塘高密度精养” 模式 ，亩产达１畅５吨 —

２吨 、利润６ ０００元以上 。海水池塘养殖模式不断

改进 ，池塘精养 、半精养和鱼 、蟹 、虾混养殖模

式 ，浅海浮筏式网箱养殖模式 ，水泥池 、多级高

位池以及地膜高位池养虾模式 ， “工厂化” 养鲍

模式均发展迅速 。如惠州等地积极推广高位池养

虾 、工厂化养鲍 、浅海贝类吊养 、贝类增殖护

养 、鱼塘生态型养殖 、鱼塘 ８０ ∶ ２０等养殖模式 ，

形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商品鱼生产基地 。

【养殖品种结构优化】 　养殖品种结构优化成效

显著 。珠江三角洲 、粤西和粤东沿海 ，分别形成

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鳗鲡 、对虾 、罗非鱼 、鳜

鱼 、加州鲈等八大类名特优新品种养殖基地 。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海 、淡水养殖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

分别为 ２３０万吨和 ２９５万吨 ，分别比 ２００３年增长

１６畅８％ 和 １５％ 。海水养殖形成了 １７种产量高 、具

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优势海产品 ，其中 ，鲈鱼 、石

斑鱼 、美国红鱼 、军曹鱼 、鲷鱼类 、 鱼 、南美

白对虾 、斑节对虾 、青蟹 、牡蛎 、珍珠 、鲍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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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等 １１种优势养殖品种的产量居全国第一 。淡

水养殖十多个品种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其中罗非

鱼 、鳜鱼 、加州鲈的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

【水产加工业】 　水产加工业快速发展 。罗非鱼 、

对虾已经成为我国特别是广东省具有竞争力的优

势出口水产品 。近年对虾养殖业的发展也带动了

对虾饲料 、对虾加工和对虾出口的发展 ，广东省

不仅成为我国对虾养殖第一大省 ，也成为全国对

虾饲料生产基地 、水产品加工基地和对虾出口基

地 。 ２００６年全省水产品年加工能力达 ２１８万吨 ，

加工产值 １６６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４％ 和 ６１％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省 ２００多家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 ，

可带动 ４０万渔户年增收约 １０畅７亿元 。

【远洋渔业】 　 远洋渔业得到大力发展 。中国 、

菲律宾渔业合作项目顺利启动 ，在中菲深水网箱

养殖合作项目基础上 ，积极实施养殖 、捕捞 、加

工 、贸易一体化项目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投产远洋

捕捞渔船 １８０艘 ，产值 ７畅５亿元 ，其中金枪鱼延

绳钓船 ７２ 艘 ，金枪鱼产量６ ４５３吨 ，产值达到

２畅７５亿元 。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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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领域科技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年 ，是 “十一五” 规划具体实施的开局

年 ，广东省通过各部门 、市县科技部门的联动 ，

进一步营造了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良好环境 ；通

过加强社会发展科技项目组织和实施管理 ，进一

步提高本省社会发展科技水平 ，更有力地支撑社

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

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环境营造

【部门联动】 　 加强组织管理及与有关部门 、市

县科技部门的联动 ，进一步营造全省合力推动社

会发展科技工作的良好环境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主动走访省卫生厅 、省环

保局 、省海洋与渔业局 、省气象局 、省公安厅 、

省地震局 、省文化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市科

技局 ，交流有关推动部门和行业科技工作的意

见 ，了解行业和地方的科技需求 ，深入探讨部门

联动的结合点 。

在具体工作中 ，省科技厅继续加强与省直部

门的联动 。如与省环保局联合行动 ，推动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

范工作 ，并得到科技部的认可 ，列入 ２００６ 年国

家 “８６３” 计划 。继续与省经贸委 、省环保局大

力推进 “广东省清洁生产联合行动” ，２００６年通

过清洁生产验收的企业达 ７５家 ，在全省相关行

业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与省经贸委 、发展改

革委 、省环保局等 ７部门共同开展本省循环经济

试点工作 。与省公安厅联合 ，全面推进科技强警

示范城市和示范县 （区） 的建设工作 ，２００６年有

东莞 、珠海和茂名三个地级市通过了国家科技强

警示范城市专家组的论证 。

此外 ，省科技厅还积极参与了自然保护区 、

计划生育 、打击非法行医 、防震减灾 、残疾人事

业等多项行动计划 ，普遍收到明显成效 。

【社会发展领域成果宣传和推广】 　为促进两广

地区高校 、科研机构及企业之间的医药科技创新

交流 ，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 ，在成功举办 ２００５

年广东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的基础上 ，广东

省科技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以 “加强自主

创新 ，提升医药产业竞争力” 为中心主题 ，组织

召开了 ２００６年 “广东 、广西医药新技术新产品

发布会” ，旨在为产学研进一步合作和成果转化

牵线搭桥 ，以加速医药科技创新产业化 ，加快医

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全面提升两广地区医药

产业的竞争力 。经专家组认真评审 ，遴选出 ５７

个技术含量高 、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成熟度较

高 、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医药新技术 、新产品

作重点推介和交流 。发布会的举行得到了与会各

界代表的好评 。

科技项目组织和实施管理

２００６年 ，全省申报社会发展领域科技项目热

情持续高涨 ，共受理申报２ ２１２项 （含地市申报

７９７项） ，比上年增加 ４５％ ；全年共安排实施社会

发展科技计划项目 ５５０多项 ，涉及医药 、卫生 、

资源 、环保 、海洋 、社会安全 、减灾防灾 、人口

与计划生育 、体育文化等 １９个领域 。

【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 　按照 枟广东省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枠

和 枟广东省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的要求 ，

确立本省社会发展科技领域在 “十一五” 期间的

２０个优先资助主题和 ５个重大专项 ，对本省社会

发展科技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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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集成

优化全省优势资源 ，积极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 。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努力推进本省社

会发展科技工作从科技研究开发的小循环向产业 、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转变 ，推进科技创新从单

个部门单打独斗向集成优势资源联合作战转变 。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术专项 　该专项开展了大

气污染控制关键技术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技

术 、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的攻关 。 ２００６年启动的

项目包括氮氧化物污染的控制和处理技术 、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关键技术 、城乡湿地保护与

利用技术 、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与利用 、电子固

体废弃物处理及利用 、土壤毒害污染物治理与修

复技术等 。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专项 　该专项

安排了包括印染 、印刷 、电镀 、水泥 、陶瓷和精

细化工等行业的 １６项攻关项目 。其中 ，华润涂

料的 “全封闭自动化涂料清洁生产技术攻关” 将

彻底改变国内涂料行业大多数企业手工作坊式的

生产模式 ，在行业中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其部

分核心技术在国际上还处于开发阶段 。华夏陶瓷

研究中心的 “陶瓷辊道窑余热发电产业化技术开

发” ，对降低陶瓷行业的能耗 ，促进建立行业循

环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专项 　该专项重点开展

重要饮用水源的生态保护技术研究 、饮用水安全

产品及设备 、饮用水安全评价方法和预警的研

究 。省内的两大重要饮用水源地 ———北江和东

江 ，都已列入计划之中 。其中 ，省生态环境与土

壤研究所和中科院广州地化所联合承担的 “北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水污染控制” 项目在前期珠

江流域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研究的基础上 ，以流

域为尺度 ，以流域水体的污染评价与生态评价为

基础 ，以多种技术的集成为手段 ，开展流域污染

的综合整治技术及管理研究 ，对满足省内水污染

治理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 。

近海生物资源与环境控制专项 　该专项通过

整合广东省海洋生物资源研究的主要科研力量 ，

围绕本省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保护为中心 ，加快

了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 ，主要包括 ：海洋药物的

研究与开发 、典型养殖海域的生态养护与资源综

合开发 、近海海域环境保护与监测 。如中山大学

与深圳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基因海洋药

物的开发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学药

学院对抗治疗老年痴呆海洋新药的研制 ，促进了

本省对海洋资源的高附加值开发 。汕头大学和中

国海洋大学联合承担的 “大规模贝藻养殖与近岸

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 攻关对本省建立

海水健康养殖修复技术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山大学和省气象局联合承

担的 “基于卫星遥感的珠江口咸潮预测技术” 进

展顺利 ，已对夏季珠江口冲淡水扩展变化及原

因 、珠江口及临近陆架海域的潮汐潮流的变化规

律作出了初步分析 ，为构建珠江三角洲咸潮活动

规律的预测模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重大疾病防治研究专项 　该专项 ２００６年启

动早发 ２型糖尿病早期干预研究 、慢性肾脏病疾

病 （CKD） 流行学调查及早期干预治疗研究 、交

通事故伤第一时间的救治技术研究和器材开发 。

这三个重大项目整合了省内重要的医学科研力

量 。早发 ２型糖尿病的研究为国内外首次遵循循

证医学原则研究该病的治疗干预模式 ；慢性肾脏

病疾病 （CKD） 流行学调查及早期干预治疗研究
将为政府制定医疗政策提供数据 ，并提供符合我

国 CKD患者特点的早期干预措施和治疗原则 ；

交通事故伤第一时间的救治技术研究和器材开发

对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伤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为公

共安全计划提供了必要的科技支撑 。

【粤港关键技术突破招标】 　在社会发展领域组

织进行了 “珠江流域水体污染的整治 、调控关键

技术” 和 “生物制药与中药现代化” 招标的调研

以及招投标工作 。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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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进展

２００６年 ，广东社会发展各项领域科技工作特

色鲜明 ，有力支撑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

人口与健康

２００６年是广东省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并取

得重大成绩的一年 。全省卫生系统以发展农村卫

生 、社区卫生 、公共卫生为重点 ，扎实推进城乡

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卫生事业开始转

入科学发展轨道 ，实现了 “十一五” 良好开局 。

据统计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省共有各类卫生

机构１６ ９５３个 ，每 １０ 万户户籍人口拥有 ３ 个医

院 ，拥有 １６ 个门诊部 （所） ；共有床位２０４ ０７１

张 ，平均每１ ０００户户籍人口拥有医院床位 ２畅５４

张 ；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３３２ ８２９人 ，每１ ０００户户

籍人口拥有卫技人员 ４畅１４人 ，执业医师 １畅６２人 ，

注册护士 １畅４２人 ，户籍人口人均拥有全省各类

卫生人员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省 、

市 、县共投入 １００多亿元 ，全省新建或改造 １０６

个疾病控制中心 、 １０８ 个医疗救治机构 。 ２１ 个

市 、 ９８个县 （区） 的卫生监督机构正常运转 。总

体实现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建成覆盖城乡 、功能

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

执法监督体系的目标 ，为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立了农村卫生信息化试点 、

全省农村合作医疗统计信息直报平台 。

卫生应急机制不断完善 ，建立健全了卫生应

急人才培养 、物质储备调拨 、快速反应 、科学处

置和联防联控等应急工作机制 。

【重大疾病防控】 　全省防控能力明显提高 ，疾

病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传染病报告总发病率继续

保持低水平 。科学有效地处理了广州和深圳市人

禽流感病例 ，及时扑灭了登革热疫情 。建立了

４３８个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和 １４３个高危人群干预

工作队以及 ３１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 。结核病

新发涂阳病人发现率 、全程督导治疗覆盖率和治

愈率居全国领先 ，提前一年实现 WHO提出的结
核病防治工作目标 。全省计划免疫 “六苗” 基础

接种率保持 ９５％ 以上 。连续 １３年未发现由野毒

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 ，有效控制麻疹 、乙脑流

行 ，遏制了乙肝高流行状态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综合防治和精神卫生工作稳步展开 。

【医学科技工作】 　 ２００６年 ，全省筹集医学科研

经费６５ ２５８畅５３万元 ，其中国家及部委以上资助经

费１７ １４４畅６２万元 ；立项课题 （市卫生局以上）

５ ８７１项 ；发表论文３３ １５８篇 （其中 SCI收录 ５７７

篇） ，独立完成专著 １９９本 。 “一类新药重组人酸

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开发与应用” 等 ７个项

目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南方医科大学的

“基于模糊随机建模的医学成像与图像分析新技

术研究” 获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慢

性肾脏病防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获 ２００６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为加强广东省医学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

完善本省医学科技创新体系 ，强化医学科研机构

社会服务功能 ，规范医学科研中心的建设与运行

管理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广东省医学科研中

心建设 ，促进医学科研中心持续健康发展 ，省科

技厅组织召开了医学科研中心主任会议 ，着手制

订了管理办法 ，并围绕本省医药卫生的热点 、难

点问题 ，以科研中心为依托组织了 ３个科技专项

项目即 “交通事故伤第一时间的救治技术研究和

器材开发” “早发 ２型糖尿病早期干预研究” 和

“慢性肾脏疾病流行调查及早期干预治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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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 ８月省科技厅与省委政策研究室 、中

国药材 GAP研究促进会联合在广州召开了 “中

药材 GAP基地建设研讨会” ，得到国内外同行的

高度认可 。为响应省委张德江书记的指示 ，在省

委政策研究室的策划下 ，作为主编单位之一 ，１１

月出版了 枟通俗中医药丛书枠 ，得到了省委的高

度评价 。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广东省卫生厅）

金 　 　融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金融信息化建设重点围绕两

个核心不断深入推进 ，其一是政府和中央银行主

导的 ，为银行业及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支付清算体

系建设 、信用体系建设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等 ；

其二是金融机构由业务驱动自主开展的 ，旨在提

升自身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系统内信息化建设 。

金融产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金融科技的不

断进步 ，为本省进一步适应金融体制改革 、提升

金融产业竞争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推动了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 。

【金融基础环境建设】 　以支付清算体系 、征信

体系建设为重点 ，完善金融基础环境建设 ，持续

提高金融运行效率 ，改善金融运行环境 。

支付清算体系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 　小额支

付系统实现全省推广 ，大额支付系统稳步推进 。

广州 CCPC于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９日顺利加入小额支

付系统的运行 ，成功实现了在全省的推广使用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省 （深圳市除外） 有 ７３个

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 ，４ ５４１个间接参与者加入小

额支付系统 ；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量 ９９７畅６万笔 ，居

全国第一 ，资金量３ ２９０畅７１亿元 ，日均业务量 ４畅７７

万笔 ，资金量 １５畅７５亿元 。

广东省金融结算服务系统 （新 EFT 系统）

建设完成 。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３日 ，广东省金融结算服

务系统在全省成功上线 。该系统的开通 ，为广东

省内金融机构 、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和公众提

供了一条安全 、高效 、便捷的资金清算渠道 ，有

效地促进了广东金融强省建设 。 ２００６ 年 １ — １２

月 ，新 EFT 系统业务量 （含广州电子资金转账

系统切换至新 EFT 系统前） ５９９畅６３万笔 ，资金

量１９ ４２９畅５２亿元 ，日均业务量 ２畅０４万笔 ，资金

量 ６６畅０９亿元 。

省财税库行横向联网系统 （省 ETS） 试点工
程完成 　省 ETS 试点工程顺利实施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８月 １日正式在广东潮州市投产运行 。该试点

的成功运行将为 ETS 在全省的全面推广奠定基
础 ，将为本省财政国库单一账户支付改革提供有

力支持 ，为实现财政资金集中收付的电子化和信

息化发挥重要作用 。

广东省支票影像交换系统试点实施顺利 。广

东省作为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简称 CIS） 试
点省份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组织协调全省 ８４个

票据交换所 、 １个分中心 、 ７６个支付系统直接参

与者 （MBFE ３６家 、 ABS ２０家 、 TBS ２０家） 及

其他未直接接入支付系统但办理异地支票业务的

商业银行 ，按计划完成工程实施的前期准备 、联

调测试 、模拟运行 、支付系统生产环境升级换版

及 CIS正式上线等方面的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了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CIS） 广东试点的建设
工作 ，并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８日成功实现系统上

线 。其成功上线对实现票据跨区域的流通具有里

程碑意义 。

中央银行会计集中核算系统 （简称 ABS） 顺
利升级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指导全省 ２０家 ABS
的 ３畅１版升级 ，完成中间件及应用程序调试并成

功登录华融测试中心 ，并组织分行本部和省内 １９

个中心支行圆满完成中央银行会计集中核算系统

的应急演练 。

征信系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２００６年 ７月 ，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顺利切换到企业征信系

统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组织全省所有联网单位将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存量数据按时上报企业征

信系统 ，停止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业务查询功

能 ，改用企业征信系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及

各商业银行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 ，及时组织各

中心支行和商业银行向企业征信系统与信贷登记

咨询系统每日进行增量数据在线报送 ，顺利实现

了企业征信系统与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切换的平滑

过度 。

【核心业务系统的建设和改造】 　 ２００６年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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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银行业信息化重点围绕核心业务系统的建设和

改造而展开 ，各家银行一方面积极根据业务需

求 ，完善现有应用系统 、增加功能 ，另一方面根

据市场需求开发新的特色业务 。

建设银行 　 ２００６年 ，是建设银行上市的第一

年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

行按照 “支撑 、保障 、服务和创新” 的科技定

位 ，加强与业务互动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２００６

年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在机构业务 、个人零售

和电子渠道以及信息管理等特色业务方面加强了

开发力度 ，自主开发完成了广东省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 、全省财税库行联网系统 、广东省社保联网

系统 、体育彩票联网缴费系统等机构业务软件 ，

完成了个人网上公积金 、南航电子客票 、企业网

上公积金 、外卡收单系统业务平台 （EMV 部
分）、委托性存款 、短信通 、汽车卡等个人零售

和电子渠道软件 ，完成了全省中间业务平台系

统 、信贷工作平台 、电子举报 、反洗钱 、贷后管

理 、金融服务平台 、 CMIS 数据核对 、卡征信管

理信息系统等系统的开发和优化 。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６年中行股改上市 ，为保证股

改的顺利进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行完善核心业务系统的功能 ，以支持各项业务的

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零售业务系统方面 ，完

成了借记卡收年费的改造 ，外汇宝系统的改造 ，

通知存款改造 ，约定转账新功能的安装 、测试 、

投产 ，储蓄国债系统的投产 ，期权宝新系统的投

产等工作 。会计系统方面 ，完成新增单位外币通

知存款功能 ，进一步完善对公定存系统功能 。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００６年 ，广州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下称联社） 作为统一法人正

式挂牌成立 。为配合联社拓展业务 ，提升电子化

应用水平 ，展开了如下的信息化建设工作 ：完成

了省辖和全国特约实时电子汇兑系统以及对公账

户通存系统的开发 、测试和验收上线工作 ，分别

于 ３月 ５日和 ４月 １３日投产上线 ，实现了与省内

信用社互通的电子汇兑 、汇票业务 、对公通存业

务 。开发了 “银保通” 系统 ，支持联社代理太平

洋保险公司的 “交强险” 业务 。完成了与国土局

合作的房管预售监控系统的开发 、验收工作 ，于

５月 １１日上线 。完成五级分类子系统的升级改

造 、五级分类偏离度报送等功能模块的开发上线

工作 。于 １０月 ２０日完成了信贷管理系统向生产

综合大前置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移植工作 ，全面提

升信贷管理系统的容量和性能 。完成了麒麟卡银

联 ２畅０新标准技术改造项目的开发 、测试 、加密

平台建设等工作 ，组织完成了 ５００多台 ATM 机
具由 DES 算法转变为 ３DES 加密算法的迁移工
作 。协调组织业务部门对多家软件公司的核心系

统产品进行了调研评估 ，为新一代核心业务信息

系统建设做好合理的规划 ，为选型招标和后续开

发工作确立指导方向等 。

中国民生银行 　 ２００６年 ，中国民生银行广州

分行金融行业部改革 ，根据改革的需要按照新的

B／S结构对核心业务系统改造 ，重新开发和修改

完善了分行的客户经理考核系统 、机构利润考核

系统 、拓展费计提系统 、授信监控系统 、筹资系

统等核心管理信息系统 ，保障了全面改革工作的

顺利进行 。

在加大核心业务系统创新力度的同时 ，广东

省内各商业银行开始探索建设以决策支持系统为

主的业务管理系统 ，不仅提升了各商业银行业务

管理 、风险防范和对外服务的水准 ，更为下一步

开展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收集

完善的客户信息 、交易信息及其他各种金融信息

并进行数据挖掘的基础上 ，部分商业银行尝试了

信息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 ，采用数据仓库技术

初步建立了以信贷风险管理系统 、客户关系管

理 、资产负债管理和金融监管系统为代表的决策

支持平台 ，并正式启动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

作 ，使信息技术的应用从业务操作层提升到管理

决策层 ，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

决策体系粗具雏形 。

【证券公司金融信息化】 　证券公司金融信息化

程度不断提高 ，推动广东省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

证券公司加大信息技术系统投入 ，证券交易

安全稳定性大幅提高 。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证券

市场行情持续高涨 ，面对海量的交易数据 ，证券

公司原有的交易系统出现响应迟缓 、堵单 、系统

故障等问题 ，为保证交易的安全顺畅 ，辖区证券

公司采取各项技术措施保障交易平稳进行 。

一是加大硬件设备投入 ，大大提升信息系统

处理能力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证券公司 IT 投入总
金额达到了 １畅９６亿元 ，全面对公司机房进行了

硬件升级和扩容 ，辖区广发 、东莞 、万联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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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小型机替代 PC服务器 ，并开始使用 or‐
acle等大型数据库软件 ，增强了信息系统载荷

能力 。

二是对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提高交

易系统运行效率 。辖区证券公司积极与金证 、恒

生等专业化公司合作 ，根据交易需求 ，不断推动

网上交易系统技术升级 ，使得系统并发需求容量

大幅提高 ，保证了交易通道的顺畅 。

三是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科技全面推进证券

大集中交易模式 。 ２００６年 ，辖区证券公司积极推

进集中交易系统上线运行 ，基本实现了从原来的

以营业部为经营单位的分散交易模式到以总部和

地区数据中心为主体的集中交易模式转变 ，进一

步促使证券公司向集约经营模式的转变 ，提高了

证券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 。

【期货公司交易信息技术系统优化】 　 ２００６ 年 ，

广东省各期货公司充分利用备战金融期货契机 ，

全面优化交易信息技术系统 。

一是优化交易系统构架 ，提高系统容量 。为

适应股指期货推出后交易量可能倍增的局面 ，辖

区期货公司借鉴证券公司交易系统经验 ，使交易

系统由原来的二层构架升级为先进的四层构架 ，

基本能满足股指期货推出后大量交易数据处理的

需求 。

二是开发程序化的期货交易系统 ，使客户拥

有了先进的期货交易工具 ，并可根据需要制定个

性化的交易策略 ，大大提高客户交易的效率 。

三是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资金转账的效率 。

２００６年辖区期货公司开始推广和使用银期转账系

统 ，改变了以往手工转账速度慢 、效率低的局

面 ，提高了客户调拨资金的效率 ，并保障了交易

安全 。

【区域金融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区域金融信息

安全体系逐步完善 。一是突出了安全保障的重

点 。注重防范重大系统的运行故障 ，从技术 、管

理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强化银行卡 、网上银行等新

兴网络金融业务的信息安全保障 。

二是健全与技术集约化相适应的集约化管理

体系 。实施了业务整合 、数据集中的银行 ，及时

调整了原来分散的生产管理模式 ，在运行管理体

制 、人员调整及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

三是科学制定安全策略 。在宏观策略上 ，通

过规范信息系统建设 ，减少风险控制点 ，增强可

控性 ；通过突出重点 、分级保护 ，综合平衡投入

与效益 ，集中有限资源和技术力量 ，实施重点防

护 ，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微观策略

上 ，在系统开发阶段 ，合理规划方案 ，强化上线

测试 ，先期降低或消除系统的脆弱性 ；在系统运

行阶段 ，加强运行状态监控 ，及时应对安全威

胁 ，并通过定期检测评估 ，发现隐患 ，及时改进

安全配置 ，加固系统 。

四是灾难备份建设步伐加快 。研究制定数据

备份和灾备策略 ，完善系统灾备和数据备份 ，确

保系统和数据安全 ，并根据业务情况制定了应急

措施 ，进行现场切换演练 ，使核心业务系统具备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

（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

公 　 　安

２００６年 ，全省公安科技工作以促进科技成果

和技术手段在基层和一线的应用为主线 ，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

【科技项目申报与管理】 　全省共有 ７个项目获

公安部应用创新类项目立项 ，３个项目获公安部

公安理论与软科学类项目立项 ，２个项目获省科

技厅项目立项 。完成 ３ 个项目的验收 、鉴定工

作 。组织 ６个项目申报公安部科学技术奖励 ，其

中 ３个项目获公安部科技三等奖 。落实厅级科研

经费 １００万 ，支持 、配套全省公安系统 ２００５年度

１８个科研项目 。

【科技强警示范建设】 　 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１４日 ，省公

安厅和省科技厅联合印发了 枟关于在全省开展科

技强警示范县 （区） 创建工作的通知枠 ，正式启

动全省科技强警示范县 （区） 和所队建设工作 。

珠海 、东莞 、茂名三市经公安部 、科技部批准正

式列为全国第二批科技强警示范建设城市 ，三市

的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月通过了专家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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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推广】 　积极向基层推广公安科技成

果 。结合广东省 “三基” 工程建设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１７日在广州番禺召开 “广东省公安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技术交流会议” ，对 “人像组合与

人像识别综合系统” “消防灭火机器人及配套装

备技术” 和 “法制裁决开证系统” 等 １４ 个公安

部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进行推广介绍与技术交

流 。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公

安科技管理部门在积极做好珠三角九市社会治安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指导工作的同时 ，对其他市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也积极做好指导

和宣传工作 ，有力推动了全省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的建设 。据统计 ，全省已建监控摄像镜头约

５０多万个 。

【公安信息通信建设】 　开展了全省公安二级网

１５５兆升级改造工程 ，全省公安三级网基本达到

８兆以上带宽 ，全省４ ０００个基层所队 １００％ 以数

字专线方式接入了公安主干网 。公安 ３５０兆无线

通信系统网络覆盖全省 ８０％ 以上的地区 ，建设规

模居全国前列 。各地级以上市公安局完成电视会

议／图像传输系统改造工程 ，建成了高清图像传

输系统 ，省公安厅具备同时召开两场电视会议的

能力 。全省有 ７６个县级公安机关全部完成 １１０ 、

１１９ 、 １２２ “三台合一” ，初步实现了 ３个报警电

话 “统一平台 ，统一接警 ，统一处警” 的预定目

标 。公安信息化装备显著提升 ，全省每百名民警

上网计算机拥有率达 ６５畅６９％ 。全面启动 ２３个一

类公安信息应用系统建设 ，其中 ，派出所 、人

口 、出入境 、交管 、刑侦 、经侦等 ２０ 个系统全

面完成公安部的建设任务 。全省１ ０００多个派出所

应用了派出所综合信息系统 ，４畅５万多名基层民

警使用该系统办理业务 。为确保公安信息和网络

的安全稳定运行 ，各级公安信息通信部门加快了

PKI／PMI平台建设和数字证书发放工作 ，证书应

用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进一步完善了入侵检测

系统 、病毒和网上违规行为监控系统 ，及时检测

和发现各类网上非法行为和病毒攻击 ，有效遏制

网络安全事件发生 。

【 “金盾工程” （一期） 地方投资承诺项目验收】

２００６年 ３月 ，省 “金盾工程” 标准与质量监

督组对全省 “金盾工程” （一期） 地方投资承诺

建设的 ２７个项目进行了初步验收 （包括单项验

收和档案资料的验收）。 ４月 ，国家发改委 、公安

部 、国家审计署 、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组成 “金

盾工程” 一期验收检查组对广东省金盾工程一期

地方承诺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并给予了充分肯

定 ，认为项目应用成效显著 ，具有典型性 ，值得

在全国 “金盾工程” 建设中推广 。

（广东省公安厅）

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系统全面落实

枟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枠 部署 ，树立科

学的海洋经济发展观 ，以提高竞争力和现代化水

平为核心 ，实施科教兴海 、外向带动 、区域协

调 、可持续发展战略 ，强化海洋综合管理 ，大力

推进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努力构建 “和谐海洋” ，

海洋与渔业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

【科技成果奖励】 　广东省获 ２００６年国家海洋局

海洋创新成果奖 ４项 ：南海水产研究所李来好等

完成的 “罗非鱼 、对虾加工技术与质量控制的研

究” 获一等奖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麦贤杰等编

著的 枟海水鱼类繁殖生物学和人工繁育枠 、广东

海洋大学刘志刚等完成的 “墨西哥湾扇贝养殖技

术研究及推广” 、南海水产研究所喻达辉等完成

的 “珍珠贝分子标记及其辅助育种技术研究” 获

二等奖 。

【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６年 ，全省

海洋产业总产值达４ ５３０亿元 ，连续 １１年居全国

首位 ，海洋产业总产值翻了一番 。海洋产业增加

值２ ３５０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９％ ，比 ２００３年

增长了 １畅２倍 。

海洋支柱产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海洋油气

业 、海洋渔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电力业 、

滨海旅游业等支柱海洋产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滨海旅游 、交通运输 、海洋油气 、海洋渔业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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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支柱产业的产值占全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７０％ 以上 。海洋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次

产业结构比例为 ２３ ∶ ４０ ∶ ３７ 。

海洋新兴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滨海

旅游业发展已具有相当的产业规模 ，滨海旅游业

总产值约占全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３０％ 。广东省

海洋生物制药业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 ，形成了海

洋生物制药领域中的龙头企业 。在海水综合利用

领域已经基本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在技术可行性

和经济适用性方面均已具备了产业化发展条件 。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初步建立了以

高科技园为龙头 ，省级重点实验室 、区域性水产

试验中心为基础 ，海洋科技孵化基地为依托的科

技创新体系 。广东省的海洋工程技术 、海洋药物

开发和重要水生生物养殖技术继续保持国内领先

水平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６年连续

两年被国家海洋局评为全国科技兴海先进集体 。

海洋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广东省海洋渔业全

面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 ，传统渔业逐渐开始向现

代渔业转变 ；海洋电力业 、海洋油气业 、海洋运

输业等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海洋生物制药业等新

兴产业 、海洋环保等战略产业日益受到重视 ，发

展步伐加快 。珠三角 、粤东 、粤西海洋经济区全

面发展 ，海洋开发不断深化 ，三大蓝色产业带发

展各具特色 。

【海洋资源保护】 　

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稳步推进 　全面启

动 ９０８专项工作 ，海洋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稳步开

展 。 枟广东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枠 获省政府批准

实施 ，加大了海洋污染防治力度 ，加强了对重点

海域 、渔港 、港口环境污染治理 。实施了 枟关于

建设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枠 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建成和在建礁区 ２６座 ，累计达 ４２万

空立方米 。积极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２００６年

成功承办了由农业部和省政府主办的南海海龟放

流活动 ，全省共放流鱼苗１０ ４２２万尾 、虾苗７ ０４０

万尾 、海水贝类 ６０ 吨 。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建设了海洋与水产自然保护区

７２个 ，海洋自然保护区数量 、面积和保护种类居

全国首位 。广东省海洋与水产自然保护区管理总

站被国家环保总局等八部委评为 “全国保护区管

理先进集体” 。

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健全 　建立了重大海洋灾

害监测预警机制 ，强化了重点海洋生态功能区的

监测 、保护和监管 ，连续 ６年发布了全省海洋环

境质量公报 。完善了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 ，准

确提供气象 、地震 、海啸灾害和海上事故的预测

预报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应急救助系统不断完

善 ，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全国率

先开发渔船动态管理系统 ，构建渔船数字化管理

平台 。在全国率先建立捕捞渔民参保补贴制度 ，

安排 ２３０万元直接补贴渔民参保 ，渔民参保数居

全国首位 。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环 境 保 护

【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与成果奖励】 　 以珠江三角

洲为示范区的国家 “８６３” 计划重大项目 “重点城

市群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 于

２００６年底正式启动 ，总投入约 ３亿元 。该项目集

中了全国大气环境科学界的优势团队 ，成果将直

接为改善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和有效提升珠

江三角洲的综合竞争力服务 ，并将建成先进的大

气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先进的区域大气污染综合

控制体系 。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完成的 “珠江三

角洲环境中毒害有机污染物研究” 项目获 ２００６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完成的 “高效生

物除磷脱氮微曝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 项目 ，获

得国家环保总局 ２００６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

华南理工大学完成的 “废纸造纸废水封闭循

环应用技术” 以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完成的

“植物对大气污染的敏感性反应及其净化作用与

应用研究” 等 ２ 个项目获得国家环保总局 ２００６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

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牵头完成的 “广东省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及优化研究” 项目获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０６年 ，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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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 ，省环保局认真组织开展全省土壤污染现

状调查 ，成立了土壤污染调查领导小组 、下设办

公室和技术组 ，由省环保监测中心站作为技术牵

头单位编制了广东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方

案 ，并按方案抓紧开展了调查工作 。

２００６年 ３月深圳龙岗区 、韶关始兴县被国家

环保总局命名为第四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

２００６年潮州 、江门市和始兴县启动了生态市

（县） 创建 ，三市县的生态市 （县） 建设规划都

通过了省环保局组织的专家论证 ，并认真按照规

划组织开展创建工作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板芙镇 、三乡镇 、坦洲镇 ，

珠海市南屏镇 ，江门市共和镇申报全国环境优美

乡镇 ，通过了省级专家组的考核验收 ，并获国家

环保总局命名 。全省共有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１６

个 。

２００６年命名省生态示范镇 ５个 、生态示范村

１０４个 、生态示范园 ４个 。

【环境标准工作】 　由省环保局组织推荐的 枟废

橡胶轮胎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枠 和 枟废电

缆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枠 被批准列入国家

环保总局 ２００６年环境标准制订计划 。

开展火电 、造纸 、生活污水和畜禽等 ４项地

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的前期立项工作 。

【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企业】 　 ２００６年 ，省环保

局公布了全省 ３０家应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的企业名单 ，累计已公布 １６３家重污染企业开展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

２００６年 ，全省有 ５家企业获国家环境友好企

业命名 ，创建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加强对国家环

境友好企业创建工作的指导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

大力支持下 ，省环保局于 ９月 １８ － １９日在广州

举办了 “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 培训班 。部分

市 、县 （区） 环保局 、相关企业等近 １５０余人参

加了培训 。

【环保产业】 　 ２００６年全省新获得国家环保总局

批准的环保设施运营资质持证单位 ５７家 ，持有

运营资质证书单位共计近 １２０家 ，持证单位总数

居全国第一 。指导开展环保设施运营操作工的职

业技能培训和考核工作 ，２００６年培训了污废水初

级操作工 ７批 ，培训考核合格 ６６２人 。从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年共培训了 １７ 批 ，培训考核合格１ ６７０人 。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科技处 　王大力）

能源开发与利用

【能源状况】 　 广东省常规能源资源十分匮乏 ，

全省煤炭 、油页岩 、油气和水能等一次常规能源

储量折算成标准煤约 ２９畅４５亿吨 ，仅占全国７ ０２０

亿吨的 ４％ ，是国内常规能源资源最短缺的省份 。

广东煤炭保有储量为 ５畅３亿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以

后 ，全省全面退出煤矿行业 ；油气资源分布在南

海海域 ，基本属于国家调控资源 ；水电资源则集

中于珠江流域 。

２００６年 ，广东能源消费总量１９ ７６５畅２２万吨

标准煤 ，同比增长 １１畅２％ ，位居全国第三 ，仅次

于山东 、河北 ，一次能源消费的原煤 、原油 、电

力 、天然气的构成比例为 ５２畅９ ∶ ２６畅１ ∶ ２０畅８ ∶

０畅３ 。电力是终端能源消费最大的品种 ，其次是

石油和煤炭 ，消费量分别为９ ２４０畅９４万吨标准煤 、

６ ４９３畅３０万吨标准煤和２ ４０５畅９６万吨标准煤 ，占终

端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４８畅５％ 、 ３４畅１％ 和 １２畅６％ 。

电力 、石油和天然气等优质清洁能源消费的比重

高达 ８２畅９％ ，占能源终端消费的绝大部分 。随着

广东省的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 ，电力在终端能

源消费中所占比例还将不断提高 。

受资源条件限制 ，广东能源生产能力有限 ，

对外依存度高 。 ２００６ 年 ，广东能源供应量为

１９ ６１６畅０７万吨标准煤 ，本省一次能源生产量

４ １６０畅３７万吨标准煤 ，从外省净调入１１ ４７１畅２２万

吨标准煤 ，从国外净进口３ ９８４畅４８万吨标准煤 ，

本省一次能源生产量占能源供应量的 ２１畅２％ 。

２００６年广东整体退出煤炭行业后 ，一次能源的生

产只有原油 、电力和天然气 ，生产量占一次能源

生产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４５畅９％ 、 ３８畅４％ 和 １５畅７％ ，

原油和电力两者合计比重高达 ８４畅３％ ，是能源生

产的主要品种 。一次能源生产中 ，其中南海油田

中的油气产量由国家调配 ，而核电和抽水蓄能电

站按协议送香港电量 ，不由广东自己支配 。如此

低的能源供应自给率 ，给广东能源运输带来了巨

大压力 。大规模能源生产和消费已经造成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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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破坏 。

为了应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广东

省制定了 枟广东省能源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

提出了 “十一五” 期间能源建设和发展的预期目

标 ：能源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能源供应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能源结构趋向合理 ，优质能源比重

显著上升 ，电源结构得到大幅度调整优化 ，能源

利用率显著提高 ，能源使用对环境的污染状况明

显改善 ；到 ２０１０年 ，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 ２畅３８

亿吨标准煤 ，全社会用电量达４ ３６５亿千瓦时 ，万

元 GDP能耗 （２００５年价） 为 ０畅６６吨标准煤 。

【常规能源开发利用】 　常规能源开发主要体现

在电源建设 、油气工程 、能源输送工程 （电网技

术 、天然气和石油运输） 等的建设 。

电源建设 　在新一轮的电源建设中 ，大型火

电厂主要布点在东西两翼地区 。

在东翼地区 ，广东潮州市境内投资最大的建

设项目 ———潮州大唐三百门电厂一期工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月发电 。三百门电厂位于潮州市饶平县柘

林 、大埕湾畔 ，项目拟投资 ２００亿元 ，规划装机

容量为 ２ × ６００MW ＋ ２ × １ ０００MW ＋ ４ × １ ０００MW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项目一期工程 ２ × ６００MW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计划投资 ５９畅２９亿元 ，该电

厂属于大容量 、高参数电厂 ，具有环保节能特

点 ，电厂投产后将实现污水零排放 。在汕尾红海

湾 ，正在建设汕尾电厂一期两台 ６０万千瓦机组 ，

第一台机组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投产 ，汕尾电厂设计总

装机容量为 ６４０万千瓦 ，将建成广东省最大的骨

干电厂之一 ，将打造粤东最大电能基地 。

在西翼地区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底 ，广东湛江奥

里油发电厂两台 ６０万千瓦机组正式并入广东电

网 ，将增强西电东送电压支持的力度 ，增加电网

的调峰容量 ，优化电源结构 ，提高电网的可靠

性 、安全性 ，缓解广东省缺电的局面 。

深圳首个天然气电厂 ———东部电厂 １号机组

于 ２００６年 ９月底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２ 、 ３号机

组也将于 ２００７年正式投产 。东部电厂位于龙岗

区大鹏街道秤头角 ，毗邻广东 LNG 接收站 ，设

计总装机容量为 ９台 ３５万千瓦机组 ，分两期建

成 ，其中一期总投资 ３９畅８亿元 ，规划建设 ３台

３５万千瓦燃气 —蒸气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工程建

成后 ，年发电量 ４２亿千瓦时 。

油气工程 　投资 ８１亿元的茂名 １００万吨／年

乙烯改扩建工程于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６日建成投产 。

项目投产后 ，茂名石化乙烯生产能力占中国石化

集团的 １／６ ，占全国的 １／８ ，年产各类乙烯化工

产品 ３００ 多万吨 。茂名石化 ２００６ 年加工原油

１ ４０７万吨 ，首次突破１ ４００万吨 ，同比增长 １０％ ，

创历史最高水平 ，居国内炼化企业第二位 ，同时

炼油轻油收率 、综合商品率 、加工损失率等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大幅提升 ，在产品质量 、节能环

保 、资源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８日 ，我国第一个 LNG （液化

天然气） 项目 ———广东 LNG 接收站试点项目正
式投产 ，从澳大利亚海底采出的 LNG ，将灌入

LNG运输船 ，送抵深圳秤头角接收站 ，进行装

卸 、储存 、气化 ，气化后的天然气通过 ３８５公里

输气干线管网 （一期） ，送至广州 、深圳 、东莞 、

佛山和香港 ５ 座城市和惠州 、前湾 、珠江 、美

视 、东部 ５座电厂 。建成投产的一期工程目前接

收能力为每年 ３７０ 万吨 ；二期规模初定为每年

６６０万吨 ，将增加中山 、江门 、珠海 、惠州等城

市用气 。极大缓解珠江三角洲地区能源紧张局

面 ，并对该地区调整能源结构 、改善生态环境 ，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

能源输送工程 　 ２００６年广东投资 ９２亿元加

快电网建设 ，利用现行的峰谷电价和即将出台的

尖峰电价 、冰蓄冷电价等经济手段移峰填谷 ，提

高开源挖潜能力 ，缓解供电压力 。 ２００６年累计投

产 １１０千伏及以上项目 １８８ 项 ，新增主变容量

２３ ９５２MVA ，新增线路３ ２７８畅０２公里 。其中投产

５００千伏 ９ 项 ，新增主变容量７ ０００MVA ，新增

５００千伏线路 ５１５畅８０公里 ；投产 ２２０千伏 ４１项 ，

新增主变容量８ ４６０MVA ，新增 ２２０ 千伏线路

１ ０９８畅７０公里 ； １１０ 千伏 １３８ 项 ，新增主变容量

８ ４９２MVA ，新增 １１０千伏线路１ ６６３畅５２公里 。

建设了两年半时间的珠三角成品油管道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０日成功贯通输油 ，至此 ，中国石

化耗资 ６５亿元打造的西南成品油管道与珠三角

成品油管道 ，正式连接成一条近３ ０００公里的黄金

输油大动脉 ，来自中国石化炼油厂的成品油一路

“东油西送” 至春城昆明 ，向东则输往全国油品

消耗最大的珠三角地区 ，将有利于中国石化在茂

名 、湛江 、广州三个炼油和化工基地的能力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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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 。管道西起湛江 ，东至惠州的大亚湾 ，途

经广东省 １１个地市 ，可以输送 ０号柴油 、 ９０号

汽油 、 ９３ 号汽油和 ９７ 号汽油 ，设计年输量为

１ ２００万吨 。

【节能减排技术】 　为贯彻落实节约资源的基本

国策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强化重点耗能企业

节能管理 ，缓解广东省能源瓶颈制约 ，广东省

“十一五” 规划提出了期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１６％ 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制定了 枟广东省

重点耗能企业 “双千节能行动” 实施方案枠 ，通

过加强对广东省千家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管理 ，

“十一五” 期间实现节能一千多万吨标准煤 （即

千家企业实现节能千万吨标煤） ，主要产品单位

能耗达到本世纪初国际先进水平 。

２００６年 ，节能减排取得一定进展 。广东单位

GDP能耗为 ０畅７７吨标准煤／万元 ，比上年下降了

２畅９３％ ，下降幅度排在全国各省 、市 、区第十九

位 ，基本完成年初提出降低 ３％ 的计划目标 。减

排方面 ，广东的降硫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到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 ，在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

反升的大背景下 ，广东省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

排放量指标六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分别比 ２００５

年同期减少 １畅１％ 和 ２畅９％ 。经国家环保总局最

新核实 ， ２００６ 年广东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

（SO２ ） 和化学需氧量 （COD） 排放总量两项指
标 ，分别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 ２畅１％ 和 ０畅９％ ，实现了

２００６年广东减排目标 。东莞沙角 A 、 B 、 C三家
电厂脱硫工程最为典型 ，２００６年底脱硫工程全部

投入运行 ，成为广东省少数几个实现全部机组脱

硫的大电厂 ，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１０万吨 ，

脱硫率将达 ９２％ ，将有效减轻东莞地区酸雨污染 。

为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 “十一五” 期

间将通过淘汰落后产业 、发展低耗能服务业 、推

进建筑节能 、发展清洁能源等措施 ，对电力 、钢

铁 、水泥等行业要积极实施 “上大压小” 政策 ，

用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 ， “十一五” 期间全省

要完成淘汰小火电 ９００ 万千瓦 、落后钢铁产能

１ ０００万吨 、立窑水泥比重由 ６５％ 下降至 ４０％ 的目

标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随着 ２００６年我国 枟可

再生能源法枠 的实施 ，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

台 ，广东核电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地热

能 、海洋能和小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

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

核电 　 “十一五” 期间 ，广东核电项目总投

资将达 ７３９亿元 ，建设岭澳核电二期 、阳江核电

站一期和台山核电站一期 ３个核电项目 ，同时还

将加快推进陆丰厂址的前期工作 ，投资规模首次

超过常规电厂 ，全省到 ２０２０年核电总装机容量

将达到２ ４００万千瓦 ，占全国核电规划总量的

６０％ 。在今后广东电源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当中 ，

核电将扮演着 “第一主攻” 方向的重要角色 。岭

澳核电站二期主体工程已于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１５日开

工 ，一 、二号机组计划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和 ２０１１年

８月分别建成投入商业运行 ，岭澳核电站二期主

体工程开工 ，标志着我国核电自主设计 、自主建

设 、自主制造 、自主运营又跨出一大步 。以第三

代核电技术自主化依托的阳江核电站也已经开

工 ，建成后阳江核电站的电力装机容量将相当于

全省的 １／３ 。

中广核集团创新观念 ，加强与国内外同行广

泛合作和交流 ，改进技术和管理水平 ，大亚湾核

电基地的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 ４台百

万千瓦级机组上网电量 ２００６ 年再创历史新高 ，

两电站全年实现上网电量达 ２９９畅２０ 亿千瓦时 ，

大亚湾核电站为 １４８畅５８亿千瓦时 ，岭澳核电站

１５０畅６２亿千瓦时 ，历史性地突破 １５０亿千瓦时 ，

创电站年度上网电量最好水平 。

太阳能 　广东发展太阳能具有很大优势 ，太

阳能资源分布在我国属三类地区 ，年辐照时数均

在 ２０００小时左右 ，属较丰富地区 。

广东省太阳能产业发展较快 ，太阳能光热利

用技术日趋成熟 ，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取得了一定

的规模 ，太阳能热电站日趋商业化 ，光电技术也

有较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６年光热产品实

际总产量为 １０９畅３万平方米 ，其中热水器系统约

占 ７３％ ，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估计为 ３００万平方

米 ；光伏产业特别是太阳能灯具 、太阳能电池组

件封装 、光伏系统的周边产品等尤为发达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光伏产品总产量由 １１畅３３万千瓦

增加到 １５畅０３万千瓦 ，２００６年光伏实际发电量为

４ ８２８畅８４万千瓦时 。广东省积极开发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和光伏发电系统 ，在广州 、深圳 、惠州

等城市建立了一批应用太阳能的大型公共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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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宾馆 、工厂 、医院等） ，居民安装使用太

阳能热水器日益增多 ，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领域从

城市扩展到乡村 ，如河源市在部分乡镇实行政府

扶持 、公司让利 ，建立了一批示范村 ，全日公司

２００６年成功建设了源城区埔前镇 “河背生态示范

村” 和 “高埔生态示范村” ；此外 ，太阳能公共

照明异军突起 ，太阳能在公共照明领域开始得到

较好的应用 ，如太阳能路灯 、街灯等 。

广东是中国重要太阳能光电产品生产基地 ，

深圳已成为世界太阳能光电产品的主要产业聚集

地 。深圳拥有亚洲第一总装机容量 １兆瓦 （MW）

的园博园屋顶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投资的

１畅５亿元太阳能研发及生产基地将在深圳建立 。

此外 ，深圳尚德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将在深圳进行新型太阳电池 、太阳能应用产品及

光伏发电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制造销售 ，并为大规

模太阳能光伏并网工程提供零距离的工程技术服

务 ，努力在全国探索和率先推出一整套光伏应用

商业化模式 ，推动太阳能光伏科技和产业的健康

发展 。

风能 　广东属风能资源丰富地区 ，风能资源

达 １９５万千瓦 ，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年均风速较

大 ，适合建大型风电场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广东省

累计风电装机 ３７７台 ，装机总容量２１１ １４０千瓦 ，

在全国各省 （市 、区） 排名第五 ，已建成投产的

主要有南澳 、惠来 、汕尾风电场 ，其中南澳风电

总装机 １３２台 ，装机容量达 ５畅４万千瓦 ，每年可

发电 １畅４亿千瓦时 ，是中国第二大风电场 ，南澳风

电场风电容量 ６０万千瓦 （其中海上 ４０万千瓦 ，陆

上 ２０万千瓦） ，至 ２０１０年 ，南澳风电建设规模将

达到 ３０万千瓦 ，２０２０年将达到 ６０万千瓦 。

２００６年 ，粤电集团在粤西地区开发的第一个

风电项目 ，该项目装机容量 ４畅９５万千瓦 ，拟安

装使用 ３３台单机容量为 １５００千瓦的国产风力发

电机组 ，年发电量约９ ５００万千瓦时 ，到 ２００７年

将正式建成投产 。南澳华能风电场二期 ４畅９５万

千瓦扩建项目 ２００７年初建成 。同时 ，位于广东

省珠海市横琴岛的投资 １畅３５ 亿元 、装机容量

１５畅７５兆瓦的风力发电场工程也即将开工建设 ，

２００８年建成投产 。广东阳江风力发电场项目 ，选

址阳东县大沟镇芦山海头浴场 ，项目建设规模 ３０

万千瓦 。此外 ，将要投产发电或立项的有惠来海

湾石二期 ３万千瓦 、湛江硇洲岛 ３万千瓦 、东海

岛 ３万千瓦以及我国首个海上风电场建设项目广

东南澳海上 ２万千瓦风电场等 。

得益于丰富的风能资源和广阔的海域 ，广东

近期可装机容量达 ５５０至 ６００万千瓦 ，每年可发

电 １００亿至 １２０亿千瓦时 ，相当于全省水力发电

的装机容量 。

生物质能 　由于广东省具有气温高 、阳光及

降雨充足等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的生

长 ，此外广东生物质资源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是有

机工业垃圾 ，生物质能十分丰富 。

２００６年 ，广东对生物能源的研究开发步伐提

速 ，在广东省政府的统筹推动下 ，成立了广东生

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起了国内首个能

源植物专类园 ，并新设立了相关的扶持基金支持

解决生物能源发展中的生物质利用等科学难题 。

我国首家以木薯和甘蔗为原料生产车用燃料乙醇

的大型环保能源项目 ———广东燃料乙醇项目也已

经在广州正式启动 。

农村沼气的利用发展迅速 。全省农村沼气建

设覆盖韶关 、梅州 、清远 、河源 、茂名 、阳江 、

湛江 、汕头 、揭阳 、潮州 、肇庆 、云浮等 １６ 个

地级以上市的 ９０个县 （市 、区） ，特别是涌现了

韶关市 、梅州市等一批农村沼气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的市县 ，为全省发展农村沼气探索了路子 ，积

累了经验 。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级财政安排投入５ ０００

万元 ，新建户用沼气池 ６万个 。

海洋能 　广东海域辽阔 ，海岸线长 ，有丰富

的海洋能资源 ，可用于潮汐发电资源约 ４００万千

瓦 ，沿海海域的海水温差都在 ２０ ℃以上 ，是很好

的海水温差发电场所 。

目前已经研建有广东省珠海市大万山岛的 ３

千瓦振荡水柱装置和广东省汕尾市的 １００千瓦岸

式振荡水柱装置 。广州能源研究所研制的百千瓦

级振荡浮子式波浪能独立发电系统由振荡浮子吸

收波浪能 ，采用蓄能稳压系统将不稳定的液压能

转换为稳定的液压能 ，采用液压马达驱动的发电

机将稳定的液压能转换为稳定的电能 。

地热能 　广东地热能利用起步很早 ，１９７０年

在丰顺县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地热发电试验电站 ，

装机容量 ３００千瓦 ，自 １９８４年 ４月投入生产运行

至今 ，是我国唯一利用 １００ ℃以下的地热水进行

发电 、并能长期正常运行的电站 。中国科学院广

州能源研究所是我国最早从事地热能利用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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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开发的单位 ，经过 ３０年的研究与实践 ，现

已成功开发了地热发电 、地热干燥 、地热养殖 、

地热热泵 、地热制冷等技术 ，在广东省粤港招标

项目的支持下 ２００６年建成了 “南方建筑节能技

术集成系统示范” ，建筑总能耗降低 ６５％ 。

农村小水电 　广东水电资源丰富 ，拥有１ １２５

万千瓦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和 ８２４万千瓦的可

开发量 ，其中小水电可开发量为 ６２１万千瓦 。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已建成农村小水电站 （装机

容量 ５万千瓦以下为小水电站） ８ ６０３座 ，总装机

容量达到 ５４０万千瓦以上 。全省乡镇村实现通电

率 １００％ ，户通电率达到 ９８％ 以上 ，其中 ５０个欠

发达的山区县装机容量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８０％ 。有粤北明珠之称的乳源瑶族自治县小水电

装机容量居全国之首 。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蔡国田 　苏秋成）

交 　 　通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４６２亿

元 。新建成高速公路 ２００公里 ，全省高速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３ ３４０公里 ，继续居全国前列 ，高速公

路网日趋完善 。地方公路增长迅速 ，完成投资

１３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５０％ 。新改建一级公路 ３７９

公里 、二级公路 １５７公里 、三级公路 ４６８ 公里 ，

全省一级公路通车总里程９ ２６２公里 、二级公路通

车总里程１７ ４８６公里 。全省公路总里程 、二级公

路 、水泥 （沥青） 路面里程列居全国第二 。公路

密度达 ６４畅８３公里／百平方公里 ，位居全国前列 。

农村公路投资大幅增长 ，完成投资 ３０亿元 ，建

成镇通建制村路面硬化里程超过７ ０００公里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年农村公路路面硬化完成 ３万多公里 ；

乡镇和行政村公路通达率达 １００％ 。港航建设规

模增长迅速 ，全年完成投资 １２０亿元 ，其中港口

项目投资 １０２亿元 ，航道项目投资 １８亿元 ，同

比增长分别为 ６９畅７％ 、 ５２畅５％ 。广州港不断做大

做强 ，深圳盐田港赶超世界水平 ，湛江港突破

８ ０００万吨 。

公路 、水路客货运输运力结构调整效果明

显 ，各项主要指标继续快速增长 。全年公路 、水

路客运量 、旅客周转量 、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分

别达 １６畅６３亿人 、 １ ２１０畅７亿人公里 、 １２畅０４亿吨 、

３ ７９３畅７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分别为 １８畅０１％ 、

８畅０６％ 、 ８畅２５％ 、 ７畅３３％ 。港口吞吐量突破 ８ 亿

吨大关 ，同比增长 １３畅９１％ ，其中完成集装箱运

输２ ７８７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５畅３７％ ，均居全国第

一位 。

科技进步是加快交通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支

撑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交通科技工作面向交通建设

主战场 ，积极开展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等方

面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科技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

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 。 ２００６年 ，广东交通

系统共有 １５项科研课题成果 ，分别通过了交通

部科技司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省交通厅组织的

成果鉴定或评审 。

【全省交通科技教育工作会议】 　为贯彻全国科

技大会 、交通部建设创新型交通行业工作会议和

全省交通工作会议精神 ，统一认识 ，明确目标 ，

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坚持 “科教兴交” 战

略 ，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创新和人才建设 ，大力

推进创新型交通行业建设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１８ — １９

日 ，广东省交通厅在河源召开了全省交通科技教

育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 “十五” 期间本省交通科

技 、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交流经验 ，研究和

部署本省结合交通科技和交通教育 “十一五” 重

点工作和发展任务 ，对 “十五” 全省科技 、教育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扬 。

【智能交通产业高级化工作】 　根据省政府 ２００６

年工作要点的要求 ，省交通厅配合省科技厅具体

落实推进和培育发展智能交通产业高级化的工

作 。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１日召开了工作会议 ，会上明

确了 ２００６年的重点 ：一是 “广东省交通综合监

控中心” “交通信息资源整合与公共平台建设”

和 GPS产业化推进等三项工作 ；二是紧密配合国

家科技部 、交通部及省科技厅 ，继续抓好广州 、

深圳 、中山的城市智能交通试点工作 ，推进佛

山 、东莞 、珠海等市的智能交通工作 ；三是利用

GIS技术建立全省农村公路数据库集成的公路地
理信息系统 ，并开展广东省航道测图数字化及应

用研究 ，建立全省航道电子地图 ；四是以南粤智

能交通研究院为依托 ，与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共同探索政府与交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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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科研院的科技创新模式 。

【交通科技示范工程调研】 　 为使科技示范工程

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 ，广东省交通

厅专门组织对已交工通车的粤赣高速公路和在建

的湛江海湾大桥 、广梧二期等首批科技示范工程

进行深入的调研 ，指导有关单位开展科研总结工

作 ，并结合在河源召开的全省交通科技教育工作

会议 ，现场推广粤赣高速公路开展科研工作的有

关经验 ，使科技示范工程能够真正起到示范带动

的作用 。

【科技成果研究开发应用】 　 佛山 “一环” 首次

引入了主辅路系统的设计新理念 ，实现了公路与

城市道路的有机融合 ，走在全国前列 。湛江海湾

大桥斜拉索的锚拉板锚固技术属全国首创 ，海中

特长深水桩基成孔施工工艺和自行研制的 ５０米

连续梁移动模架造桥机等都是首次在广东省桥梁

建设中应用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针对性地开

展路面改造技术方面的研究 ，如 “一级公路高速

化改造技术” “安全改善工程综合技术” 等新技

术 、新工艺的应用推广 ，产生了较好的效益 。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日趋完善 。全省 ６１

条高速公路中的 ５９条纳入了联网收费 ，总里程

达 ３２５３公里 ，开通了 １４７条电子不停车收费车

道 ，年结算金额超过 １８０亿元 ，居全国第一 。联

网收费技术改变传统的收费管理模式 ，提高收费

效率及道路资源的利用率 ，降低了管理和营运的

成本 ，也为社会公众带来更加灵活 、快捷 、方

便 、安全的服务 ，提高了行业服务效能 。

推动 GPS 应用 ，提高道路运输监控水平 。

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积极配合推广 GPS ，推

动在营运客车 、危险品运输车辆安装 GPS 、汽车
行驶记录仪工作 。目前全省安装了GPS或行驶记
录仪的车辆超过 ３畅６万辆 （含出租车 、客车 、危

险品运输车） ，占全省营运车辆总数的 ３２畅８％ ，

安装数量为全国第四 。 GPS和汽车行驶记录仪的
应用 ，有利加强对汽车运输企业和驾驶人行为的

监管及运行过程的动态监控 ，有效地预防和降低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广东高速公路建设科技创新及应用】 　在加快

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科技进步起到了支撑

和推动作用 ，广东省交通厅和交通集团在工程建

设中通过科技创新 、机制创新克服了各种问题 ，

在建设管理与科学技术创新方面成绩显著 。 ２００６

年 ９月 ２５日 ，该项目通过了由广东省科技厅组

织的成果鉴定会 。鉴定认为 ：该项目为实现广东

省高速公路通山区 、通地级市和出省通道建设目

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项目研究成果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

广应用 ，部分成果已纳入行业规范 ，总体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其中隧道围岩稳定与结构综合试验

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软土地基处理新技术 　 １畅 首创密封套技术 。

采用该项技术不需增加机械设备 ，可以取代传统

的柔性密封墙技术 ，达到与柔性密封墙技术一样

的密封效果 。与传统技术相比 ，具有施工方便 、

灵活和经济的特点 。

２畅 首创竖向排水体抽真空技术 。该技术兼有

真空预压和轻型井点降水两者的优点 。与真空预

压相比 ，它不需要铺设表面的水平向密封膜 。与

轻型井点降水相比 ，它不需打设专用降水井点 。

真空度直接通过管网传递到竖向排水体 ，降低了

真空度的损失 。采用该技术加固软基的效果显

著 ，并且具有施工方便 、灵活和经济的特点 。

３畅 首次提出了 “AGO” 法 。 “AGO” 法判断
地基稳定性有两大优点 ，一是该法结合软粘土三

轴不排水变形特征 ，考虑了沉降数据的发展趋

势 ，可以判断地基所处的变形阶段和稳定状态 ；

二是可以利用分层沉降和深层沉降资料判断地基

中最软弱土层的变形阶段和稳定状态 ，进而了解

地基的整体稳定性 。

４畅 提出按照容许纵坡差对结构物附近路基工

后沉降的有效控制措施 ；提出考虑不同超载厚度

的卸载时机确定方法 。

山区高速公路岩土工程技术 　 １畅 创新了隧道

围岩非确定性反分析理论和方法 ，在国内首次提

出了扩张卡尔曼滤波器与有限元法耦合算法模

型 ，通过早期量测值 ，可获得最终位移的预测关

系 ；独立开发了相关计算软件 ，可计算出隧道开

挖过程中围岩物理力学参数 、主应力 、最大剪应

变分布以及塑性区历时变化量 ，可真实地反映开

挖过程中围岩的动态情况 。

２畅 在国内率先开发和研制 “公路隧道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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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综合实验系统 （超大立体模型实验）” ，实现

了 “先加载 ，后开挖” 的分级加载模拟试验公路

隧道结构及围岩综合实验系统 ，并获国家新型实

用专利 ；提出根据模型实验得出的位移确定二次

衬砌合理厚度的方法 。

３畅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一整套路堑高边坡安全

稳定的 、科学的 、系统的工作方法 ，并在山区高

速公路建设中大面积推广应用 。通过现场调查和

补勘 ，确定合理的支护设计方案 ，选取合理的施

工工序及工艺 ，对重点边坡进行动态监测 ，根据

开挖揭露的地质情况和动态监测获取的信息进行

动态设计 。

４畅 在国内首次将 GFRP 锚杆应用于岩土高
边坡加固工程中 ，并开展了杆体材料的物理力学

指标的测试技术 、 GFRP 锚杆锚具的设计与研
制 、 GFRP锚杆与砂浆的耦合后的强度稳定性 、

GFRP光纤耦合锚杆智能技术等研究工作 。

大跨度桥梁新技术 　 １畅 在大直径桥梁桩基施

工中首创海水造浆新技术 。研制出采用海水与不

同掺量的抗盐土 、 CMC 、聚丙烯酸 、生物聚合物

和纯碱等添加剂配置的泥浆 ，其性能稳定 ，使用

效果好 ，成本低 ，已在崖门大桥施工中成功应

用 。同时 ，自行设计了涡流泥浆处理罐 ，替代进

口产品 。

２畅 首次在单索面斜拉桥中采用牵索挂篮全断

面悬臂浇注成型施工工艺 。挂篮前支点由斜拉索

牵引 ，重量轻 ，施工作业面大 ，刚度大 ，特别是

横向抗扭刚度大 ，能减少箱梁现浇过程中混凝土

的应力幅 ，保证箱梁受力状态符合设计 ，在现浇

过程中通过牵索控制挂篮定位和调整索力 ，控制

主梁线性并提高全桥合龙精度 。

３畅 首次成功采用综合调索技术和两次调索方

法 ，保证了结构设计的安全性 、合理性和经济

性 。在设计阶段对斜拉桥主桥进行活载空间影响

面加载分析 ，对引桥高墩进行非线性分析 ，确保

了结构设计合理 、经济 。

４畅 针对优选出的大跨度混凝土连续箱梁桥利

用柔性翼板直接连接方案 ，在国内外首次对连接

处局部应力分布和狭长形后浇带混凝土的收缩 、

徐变效应进行细致研究 ，为该连结方式打下理论

基础 。开发出适合新旧结构连结的具有早强 、快

硬 、缓凝 、微膨胀 、抗拉性能好特点的特快硬钢

纤维混凝土 ，配合植筋 、界面剂等施工工艺 ，实

现了在不中断交通条件下的成功连结 ，在国内尚

属首次 。

５畅 研究和应用 GPS 、 RTK 技术对悬索桥进
行三维实时动态监测 ，提高了超长跨径桥梁监测

的技术水平 ，为桥梁的安全营运提供有力的技术

保障 。

沥青路面新技术 　 １畅 在我省首次系统地总结

按体积比法设计技术在近十年来的应用情况 ，并

通过总结修建的试验路段的施工特性 ，为我省提

供按体积法设计沥青混合料技术 。说明了按体积

法不仅可以设计连续级配 ，也可以设计单一粒径

粗集料的特殊级配 ，还可以在再生沥青混合料的

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 。

２畅 采用溶剂法测定沥青混合料的最大毛体密

度 ，代替传统的最大理论密度计算值 。科学地解

决压实度检测问题 ，保证沥青混合料的组成设计

得以实施 ，工程质量显著提高 。

３畅 根据 “广东省沥青路面密水抗滑磨耗层研

究” 总结出 １５条级配曲线成套试验数据 ，编制

了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抗滑磨耗层配比设计手册 ，

为广东省根据交通部颁布的 JTG F４０ － ２００３ 枟公

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枠 制定适合本省的施工

指南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准则 ，对提高配比设

计水平和施工质量控制水平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

高速公路生态防护与排水技术 　 １畅 提出了生

态公路的概念并指导公路建设的全过程 。在公路

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 ，不仅考虑到人的活动和

公路之间的相互影响 ，而且也特别注重维护人们

与生存的自然条件相互融洽并遵循其自然发展规

律 ，形成行车安全舒适 ，运输高效便利 ，景观完

整和谐 ，保护自然的可持续的公路发展模式 。

２畅 创新地提出了生态水沟的理论和技术模

式 。采用草皮铺砌排水沟的沟底 ，通过进行水力

学冲刷试验 ，验证了生态水沟的可行性 ，提出了

生态水沟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施工技术模式 ，

这在国内是首次进行 ，具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 。

其创新体现在生态水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景观

美化 、生态绿化 ，同时引进开发研制了新材料 。

３畅 丰富了景观生态设计理论和生态公路景观

设计实践的创新 。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 ，并结合

研究对象的特点 ，将景观生态学引入到公路设计

中 ，提出道路景观的仿自然性和植被恢复自然 ，

丰富了景观生态学理论 ，同时也在实践上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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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进行了验证 。在实践中有很多景观设计创

意 ，如 ：将水体造型与排水系统联为一体 ，公路

景观提出 “北热带风情的生态路”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培新）

（广东省交通厅 　李 　斌）

邮 　 　政

２００６年广东邮政共完成业务收入 ６７畅７３亿

元 ，实现收支平衡目标 ，超额完成国家邮政局下

达的计划指标 ，为实施广东邮政 “十一五” 规划

开好局 ，起好步 。 ２００６年 ２月 ，经国家信息化测

评中心测评 ，广东省邮政局入选 “中国企业信息

化 ５００强” ，获得 ２００５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 ５００

强之最佳客户关系管理 （CRM） 应用奖 。

一年来 ，在全体技术 、经营 、管理科技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 ，广东邮政科技研发能力 、科技

应用和管理水平 、企业科技含量和干部职工队伍

的科技素质进一步提高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邮政局荣获了信息产业部

“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 ，省邮政局原局长

喻军等 ５人荣获了信息产业部 “信息产业科技创

新先进个人” ，“邮政储蓄统一版本工程省中心项

目” 荣获了 ２００５年度国家邮政局科学技术三等

奖 ，中山市邮政局 “邮政函件业务信息处理平

台” 项目荣获了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

【信息化建设】 　各地市邮政科研能力不断加强 ，

对邮政重点业务和个性化业务的支撑力度不断加

大 。各地市邮政局积极开展科技研发活动 ，如深

圳市邮政局开发了邮储 “账户管家” 系统 、广州

市邮政局开发了 “速递邮件快速揽收系统” 、汽

车代办 “自邮一族” 、珠海市邮政局开发了 “电

邮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等 ，较好解决了社会民生

难题和业务发展实际问题 ，也为广东其他地市邮

政局现代邮政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商

函投递信息系统已在全省 ２１个地市局推广应用 ，

实现了商函制作的按序打印 ；优化改造了 “邮政

物流信息系统” ，开通中秋营销 、叠加证照类业

务功能 ，实现了对重点业务信息的支撑 。 “广东

邮政铁路客票配送系统” “广东邮政公共证照专

递平台” 项目连续获得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６年省财政

和省经贸委的技改补贴 ，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邮政综合业务统一版本项目的推广建设 　广

东邮政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业务人员参与国家邮

政局推广的 “邮政综合业务统一版本” 工程建

设 ，完成了邮政 “电子化支局系统” “速递综合

信息处理平台” “报刊发行信息系统” “集邮业务

管理系统” “邮政编码名址维护系统” 的切换上

线工作 ，使本省邮政综合业务信息化建设在短时

间内实现了与国家邮政局系统的统一 。

开展了邮政营业系统与网运系统互联互通 ，

利用信息网络和分拣设备对速递邮件进行网络化

分拣 ，初步实现了邮件信息一次录入 、全程共

享 。积极推进 “出口国际邮件通关系统” 建设 ，

确保经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出口的国际普邮通

过电子口岸进行预报关 。建设了以电子充值为基

础的收费平台 ，实现了全省邮政系统内的邮资机

联网 。

邮政金融网建设 　完成中间业务集中处理系

统省中心跨平台主机升级工作 ，全面提升了省中

心主机的处理能力 ；通过同业合作加入全国现代

化支付系统 ，在邮储系统率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

跨行资金转账功能 ；完成全省邮政 “储汇柜员指

纹身份认证系统” 的推广上线工作 ，提高了储蓄

前台操作的安全性 ；完成 “邮政金融网络灾备系

统” “客户信息管理系统” “代理开放式基金系统”

“小额质押贷款系统” 的上线工作 ，加强了对储

汇业务发展的支撑力度 。

邮政经营管理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大力

配合推进 “邮政量收系统” 建设 ，积极扩大量收

系统的应用范围 ，搭建了邮政经营管理基本架构

平台 ，提供了业务分析应用及数据挖掘应用 。开

发并推广 “邮政大客户营销管理系统” “质量监督

系统” “生产资源管理系统” “网点资源管理系

统” ，为管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提供了支撑 。

按照国家邮政局标准化工作要求 ，承担了标

准化项目 “商业信函条码标准研究” ，完成 “广

东邮政投递网点装修规范” “住宅信报箱规范”

“邮政编码调整的研究” ；修改完善了 “全省邮政

管理和生产机构代码维护管理办法” ；开展了邮

政形象管理手册的培训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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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邮政 “科技进步月” 活动 　以 “实施

科技创新 ，创造企业价值” 为主题 ，成功召开了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邮政 “科技进步月” 大会电视电话

会议 。举办了 “科技创造企业价值” 为主题的邮

政科技征文和 “十五” 期间广东邮政科技成果征

集活动 ，征集论文 ６６篇 、成果 ５６项 ，汇编后在

广东邮政 OA系统 、科苑网站上公布 ，优秀作品

在 枟广东邮政报枠 上开辟专栏推介 。

（广东省邮政公司）

气 　 　象

２００６年初 ，在全国气象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

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 ，指明了新时期科

技工作的新思路 ，明确了今后科技工作的各项任

务 。广东省气象部门认真总结 “十五” 期间科技

工作经验 ，提出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九条具体措

施 ，为广东气象部门进一步实施 “科技兴气象”

战略提供了新动力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以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

海洋气象研究所为核心支撑 ，构建气象科技创新

中心 ，设立海洋气象技术 、珠江流域致洪暴雨观

测与应用 、大气成分与城市群气象保障等开放式

试验平台 ；以业务单位为主要依托 ，建立了气象

业务系统开放实验室 ，年内启动了 “基于 GIS 的
区域短时临近精细化预报业务系统 （SWIFT）” 和
“高速公路气象预报和服务业务系统” 两个项目 。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２００６年 ，气象系统新增

省科技计划项目 ６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 １项 、中

国气象局新技术推广项目 ７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３ 项 、国家级项目 １ 项 ，项目总经费达

４２５万元 。广州热带海洋研究所黄健 、谷德军 、

林爱兰 ３位副研究员申报的 “南海海雾过程的湍

流输送观测研究” “南海 －西北太平洋夏季风与

澳大利亚夏季风之相位关系的观测分析与耦合模

拟研究” 和 “热带不同海区海气相互作用对亚 －

太区夏季热带季节内振荡的影响” ，同时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是近年来立项最多的一年 。

２００６年出版专著 １本 ，在 SCI 、 EI上共发表

论文 １０篇 ，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１６篇 ，二

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３９篇 。

年内组织对 “南海热带气旋集合预报模式系

统” “珠江三角洲热带气旋 、暴雨预警信号发布

关键技术研究” “地表温度的热红外遥感关键技

术及寒冷灾害监测示范” “广东省空中水资源开

发综合技术体系” 和 “广东科学中心气象模拟演

示系统研究” 共 ５个省科技计划项目进行验收 、

鉴定 。对省局 １０个科研项目进行结题验收 。

【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６年 ５月 ，由中国气象

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和广东省气象局联合在广州召

开 “华南暴雨野外试验研讨会暨灾害天气国家重

点试验室华南中尺度观测基地挂牌仪式” ，双方

就联合开展华南中尺度暴雨野外科学试验签署了

合作协议 。此次华南暴雨野外试验的开展 ，旨在

充分利用国家 “９７３” 项目已有的研究成果 ，建

设一个中尺度灾害天气三维跟踪观测基地 ，把监

测与预测在同一平台上实现互动与综合应用 ，从

而实现提升对这类中尺度灾害天气监测 、预测与

预警的综合能力 ，最终达到提高华南地区减灾防

灾能力的目标 。

落实 ２００６年粤港澳合作纪要各项工作 。在

广东三水闪电定位监测系统落成的基础上完成惠

州监测点建设 。完成粤港澳科技论文交流征文工

作 ，选出了 枟综合临近预报系统 “雨燕”

（GRAPES‐SWIFT） 的研究开发枠 等 ７篇优秀论

文代表广东参加 ２００７年 １月在香港举行的粤港

澳科技论文交流会 。

【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珠海 “海岸带边界层与

珠江口海雾科学实验” 首期工作取得完成 ，外场

观测获得的宝贵资料为下一阶段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茂名博贺海洋气象综合观测基地建设已

完成项目的专家论证 、设计 ，进入建设招标阶段 。

（广东省气象局 　黄敏辉）

地 　 　震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完成防震减灾 “十

五” 重点项目 ，抓好 “十一五” 重点项目立项是

９９１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进展



２００６年关键性的任务 。创新发展思路 ，科学谋划

防震减灾事业发展 ；全力攻坚 ，以 “十五” 重点

项目为骨干的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建设取得新

的进展 。

【科技创新工作】 　 ２００６年 ，共组织完成了 ２５项

各类科技项目的申报工作 ，共获得资助项目 ９

项 ，比往年有大幅度的增加 。完成广东省地震局

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 ，评出一等奖 １

个 、二等奖 １个 、三等奖 ４个 ，其中 “广州市部

分城区地震小区划和震害预测” 项目获 ２００６年

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广东地震台网观

测资料评比连续五年前两名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项

目获 ２００６年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二

等奖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地震局继续强化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 ，推进以地震监测技术研发与应用为重点

的地震科技创新 。在测震台网数据处理软件研

发 、台网通信技术研发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 ，一大批软件 、硬件产品在全国地震系统推广

应用 。开办了 “十五” 测震台网数据采集与常规

处理软件第一期全国培训班 ，完成粤港澳联网论

证报告 ，参与了中国地震局援建阿尔及利亚和印

尼地震台网工作 、太平洋 ７个岛国地震台网技术

方案的编制 、支援湖北测震台网建设 、中国地震

局领导专用速报系统的研制 、浙江珊溪水库地震

等的应急任务 ，为全国地震监测作出了贡献 。

【防震减灾 “十五” 重点项目的实施】 　网络项

目完成了总投资和工作量的 ９０％ ，进度和质量处

于全国地震系统前列 ，多次得到中国地震局的表

扬 。中国地震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测震台网建设

现场工作会议 ，展示了广东省地震局在测震台网

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 “十五” 网络项目财务

预算管理通过了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的检查 。

网络项目已完成测震台网中心建设 ，完成测

震 、前兆 、强震分项共 ９４ 个台站的土建工作 、

３８个台站的设备安装 ，基本完成应急 、信息等分

项目土建工作 。广州市活动断层项目完成卫星遥

感影像解析专题和 １４６个小震精确定位 ，完成 １

个探槽和 ５个钻孔联合剖面的探测 ，完成浅层地

震勘测 、深部地震探测的招标等 。

全省各市县 “十五” 重点项目建设任务完成

较好 。深圳市完成 ５个测震台 、 ６个强震台的建

设 ；珠海市 、河源市 、云浮市地震应急指挥中心

基本建成 ；惠州市 ３个数字强震台开通运行 ，１

个地震前兆数字观测站已完成土建工作 ，市地震

应急指挥中心 （第一期） 通过验收 ；茂名市完成

遥测地震台网子台野外改造任务 ；揭阳市完成测

震台网 ２个子台建设及强震台基建任务 。

【防震减灾 “十一五” 规划】 　广东省地震局牵

头完成了 枟广东省防震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和

枟广东省防灾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的编制 。 枟广

东省防震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已于 ２００６年６月

３０日由广东省发改委和广东省地震局联合印发 ，

同时 ，枟广东省防灾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已报

广东省人民政府审批 。为推进 “十一五” 规划的

落实 ，编写了 枟广东省地震局 “十一五” 重点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枠 ，建议广东省政府设立财政

专项资金 。全省 ２１个地级以上市都完成了 枟防

震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下称 枟规划枠） 的编制

任务 ，１５个地级市通过了论证 ，１２个市印发了

枟规划枠 ，有的市 “十一五” 重点项目已经落实 。

【地震监测预报工作】 　广东省遥测地震台网记

录地震 ２９３５次 ，速报地震 ３４次 ，无错报 、漏报

和迟报 ，台网运行连续率达 ９８畅５％ 。在全国评比

中 ，流动重力观测获第一名 ，综合流动观测获第

一名 ，广东省遥测地震台网获第二名 ，断层形变

场地观测获第三名 ，其余全部达到优秀 。在全国

分析预报工作评比中 ，广东省综合分析预报获第

三名 。

全省各地新建群测点逾 １０个 ，深圳 、茂名 、

肇庆 、阳江 、云浮等市在建设群测点工作上成效

明显 ，发挥了积极作用 。

【地震综合防御能力建设】 　抗震设防要求管理

规范有序 。 ２００６年 ，评审通过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共计 ３０５份 ，涉及合同金额达２ ２００多万元 ；办

理 枟重要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审核意见书枠

９２项 。组织专家对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和广州

市珠江新城新型公交集运系统等重点工程的地震

安全性评价报告进行了专门会审 。阳江市江城 、

阳东 、海陵 、阳西等县 （区） 的自建工程抗震设

防管理纳入基建程序管理 ，全市按抗震设防要求

００２ 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



改造的农村泥砖住房已完成 ５ 万多户 。全省 １９

个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已有 １０个通过验收 。

震害预测项目进展良好 。东莞市区震害预测

完成了 １０多万栋房屋建筑资料 、生命线工程和

防御对策类资料的调查收集 ，完成东莞市地震小

区划各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的编写工作 ，增加了

地上设施和地下结构三维建模与可视化系统演

示 。深圳市区震害预测项目已经全面启动 。中山

市区震害预测项目完成了可研报告的编写工作 。

２００６年完成了粤东 、韩江 、北江 、西江 、台

山 、阳西等 ６个核电 、湛江钢铁基地等一大批重

大项目场址的地震地质勘察工作 、提供地震安全

性评价和抗震设防要求 ，为推动本省经济发展提

供重要的支持 。

【地震应急与救援能力建设】 　 ２００６年 ，首次召

开全省地震应急救援工作会议 。会议明确提出了

广东省地震应急救援工作的总体要求 ，即 “备是

根本 、快是命脉 、准是关键” 。会议还进行了桌

面演练 。省地震局承担了牵头筹备建立中南区地

震应急协作联动联席制度 ，并召开了第一次联席

会议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地震局首次开展了地震现场

应急演练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召开全省地震

应急基础数据库建设研讨会 ，就加快全省地震应

急基础数据库建设布置了任务 。组织省地震灾害

紧急救援队参加联合国亚太地区 ２００６年地震演

练以及赴新加坡参加地震应急救援培训 。广州

市 、阳江市 、汕头市金禧中学 、惠州市田家炳中

学等开展了应急避震演练 。中山 、珠海 、茂名 、

惠州 、揭阳等市基本完成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 。

地震应急工作成绩显著 。珠海担杆岛海域

３畅６级地震 、北部湾 ３畅７ 级地震 、台湾海域 ７畅２

级地震后 ，反应迅速 ，应对有序 ，震后趋势判定

准确 ，为稳定社会 ，安定人心 ，发挥了重要作

用 ，得到省政府领导的肯定 。特别是 １２月 ２６日

台湾 ７畅２级地震后 ，在数百万群众惊慌外出的严

峻情况下 ，由于措施果断 、快捷 ，避免了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 。根据 枟中国地震局地震应急预案枠

的规定 ，及时将地震参数传给香港天文台和澳门

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同时 ，收集港澳地区的地震

社会反应等情况上报 ，与港澳保持信息沟通 。香

港天文台对此专函致谢 。震后 ，及时总结应急工

作 ，形成专集上报并存档 。深圳 、珠海 、湛江等

市地震应急工作积极稳妥 ，发挥较好作用 。

【地震科技交流与合作】 　加强与港澳 、国际的

地震科技合作 ，组织科技人员参加在澳门召开的

第二届粤港澳地震科技研讨会 ，参与澳门特区抗

震规范编制 ，完成赠送地震仪器给香港理工大学

的相关工作 。完成赴美国 、德国 、法国 、澳大利

亚 、新西兰 、印尼 、阿尔及利亚等交流项目 。加

强与高校的合作 ，推广 、应用减震 、隔震等新技

术 ，作为主编单位编写 枟广东省抗震设计规范枠 。

继续推进与西藏地震局联手共建工作 。加强学术

交流 ，邀请了北京大学理论与应用地球物理研究

所所长陈永顺博士 、副所长宁远杰博士 、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孟潭等学者作专题

学术报告 ，开阔地震科技人员的视野 。

【地震科普宣传工作】 　 ２００６年是防震减灾宣传

年 ，广东相关宣传的规模 、影响面 、效果为历年

之最 。

广东省地震科普教育馆于 ７月 ２８日正式挂

牌 ，并通过了省科普教育基地评定专家组的验

收 ，８月份逢周六对外开放 ，月均参观人数３ ０００

人 。举办 “防震减灾开放日” 活动 ２次 ，参与群

众达７ ０００人 。防震减灾宣传成效明显 。建成佛山

市三水区河口中学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等 ６

个地震科普教育建设基地 。广州市 ５所防震减灾

科普示范学校通过了验收 。新会地震台在人员少

的情况下在全省率先创办台站科普宣传园地 ，一

个月就吸引了７ ０００多名学生前来参观 ，获得中国

地震局领导的好评 。阳江首创的 “四个一” 进校

园系列活动和 “四进” 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

果 。

以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 、地震科普教育

馆开放日 、国际减灾日等为契机 ，主动借助新闻

媒体加大防震减灾宣传力度 ，接受电视台 、报

刊 、杂志等媒体采访近百次 。组织防震减灾知识

讲座 ２０多场 ，配合广州电视台录制了一辑地震

科普教育少儿节目 ，与团省委 、省科技厅联合组

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网上竞赛活动 。充分利用广

东省地震信息网及 枟广东省防震减灾工作简报枠

的宣传平台 ，进一步提高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共

报送信息 ２３０条 ，共编印 枟广东省防震减灾工作

１０２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进展



简报枠 １２期 ，省地震局上报的信息量居全国地震

系统前列 。

全省各地适时开展形式多样的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活动 。共悬挂横幅标语３ ０００多幅 ，发放防震

减灾宣传材料 １００多万份 （册）、VCD 光盘１ ０００

多张 ，播放地震知识音像专场 １７０多场 ，开展街

头宣传咨询活动及讲座 ２００多场 ，专家咨询逾 ３

万人次 ，制作宣传展板 １００多套 ，受益群众达

３００万人次以上 。

（广东省地震局 　段晖吉）

建 　 　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建设科技开发 、推广 、转化

工作继续保持国内先进水平 ，科技进步和科技创

新取得良好成效 。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建设厅组

织科技成果鉴定 １７项 ，其中由广东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完成的 “特大型组合式重锤研制及其高应

变动力试桩技术研究” 等 ３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 、广东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完成的 “泥水盾构施工技术在广州地区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应用” 等 １２项成果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完成的 “PKPM
建筑节能设计分析软件 （广东版）” 等 ２项成果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向省科技厅申报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等 １０项省科技计划项目 。召

开了广州新电视塔风荷载取值等 ３个技术论证会

和广州南洲水厂 “ ‘臭氧 －生物活性炭’ 给水深

度处理中试及南洲水厂生产工艺的优化运行” 项

目验收会 。审核同意 ４８项建设科技和建材产品

到外省备案 。举办了首届中国 （广东） 建筑新产

品新技术博览会 。

“多高层建筑被动控制及其优化设计的应用

研究” 等 ４个项目获 ２００６年度华夏建设科学技

术奖 ，由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完成的

“地下室逆作法新技术研究” 等 ８个项目获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全省建设系统有 ７个单

位和 １０名个人被建设部评为 “十五” 期间全国

建设科技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

【建筑节能】 　广泛开展建筑节能教育 ，在深圳

市举办全省市 、县建设局长建筑节能学习班 ，共

有 １４０名建设局长及节能办主任参加 ；在广州举

办审图中心主任 （经理） 建筑节能学习班 ，参加

的学员有 １００多人 ；在全省进行 枟民用建筑太阳

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枠 等建筑节能规范 、标

准的宣传贯彻 ，共有５ ０００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 。在广州召开了建筑节能和新墙材应用研讨

会 。把建筑节能列入注册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继

续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 。省建设厅与 枟广东建设

报枠 联合主编 枟建筑节能枠 周刊 。

发布实施了 枟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广东省实施细则枠 。鉴定验收了 枟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省实施细则枠 枟公共和居住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一体化设计 、施工 、验收规

范枠 。抓紧编制 枟广东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收

规范枠 等 ６项规程 。

继续抓好广州 、深圳两个试点城市的建筑节

能工作 ，深圳振业城 、招商地产广州金山项目 、

广州世贸中心大厦 ３个项目被列为广东省循环经

济试点项目 。推荐申报了广州世贸大厦建筑节能

改造工程 、广州市金山项目一期 、广州龙飞大厦

等 ３个建设部建筑节能项目 。着手开展广东省建

筑节能现状调查 ，完成了 枟广东省新墙材发展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枠 的调研报告和建筑节能

基本情况统计 。在全国率先鉴定推广 PKPM 、天

正 、清华斯维尔 ３个建筑节能软件 。

积极引导居住和公共建筑使用太阳能供热 。

广东省太阳能光热利用企业有 ６３家 ，年销售产

值 ６畅３亿元 ，太阳能光伏利用企业有 ２７家 ，年

销售产值 ３畅１ 亿元 。目前全省太阳能热水器保

有量约 １５０万平方米 ，每年可节约 １０多亿千瓦

时电 。深圳市已成为国家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规模化应用” 的备选示范城市 ，有 １９个项目申

请国家太阳能示范项目 。积极推广使用节能门

窗 ，节电 、节水产品和各种新型墙体材料 ，出

版了 枟广东省新型建筑节能材料汇编枠 （第一

集） 。

【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应用】 　贯彻落实省政府

枟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枠 和省

财政厅 枟关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枠 ，下发了 枟转发国家发改

２０２ 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



委等四个部门关于公布第二批限时禁止使用实心

黏土砖城市名单枠 ，抓好新墙材的推广应用和新

墙材基金的征收 、使用和管理工作 ，加强对建设

工程的检查监督 ，使全省新墙材发展应用取得明

显进展 。

原来新墙材发展应用较快的广州 、深圳两市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向淘汰黏土制品的目标推

进 。湛江 、茂名市都新建成了粉煤灰蒸气砌块等

新墙材生产厂家 。东莞 、汕头等市的新墙材出现

了供不应求的可喜现象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省

新墙材使用率已达到 ４０％ 。

【建设地方标准】 　 颁布实施了 枟埋地排水管钢

肋增强聚乙烯 （PE） 螺旋波纹管道工程技术规
程枠 枟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

省实施细则枠 和 枟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枠 等 ３

项建筑工程地方标准 。这些地方标准达到了国内

领先或国内先进水平 ，部分标准填补了国内或省

内空白 。立项标准有 １３项 ，分别是 ： 枟屋面绿化

工程技术规程枠 枟公共和居住建筑太阳能热水系

统一体化设计 、施工及验收规程枠 枟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广东省实施细则枠 枟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

导则枠 枟建筑门窗幕墙玻璃隔热膜节能设计 、施

工及验收规程枠 枟HDPE膜防渗型生活垃圾填埋
场工程施工质量标准枠 枟广东省建筑节能检测标

准枠 枟混凝土技术规范枠 枟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收

规范枠 枟清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枠 枟城市桥梁检

测技术标准枠 枟内衬改性聚氯乙烯混凝土及钢筋

混凝土排水管工程技术规程枠 枟安全控制与报警

逃生门锁系统设计 、施工及验收规程枠 。

【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 　 ２００６年 ，省建设

厅成功举办了广东省建设行业有史以来声势最

大 、参赛选手最多的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 ，

共设精细木工 、钢筋工 、砌筑工 、镶贴工四个比

赛项目和江门 、深圳 、广州三大赛场 ，全省有

３ ０００多人参加 。 ４人获省 “五一” 劳动奖章 ，３２

名选手被授予 “广东省技术能手” ，８０名选手被

授予 “广东省建设行业技术能手” 称号 ，１６５名

优胜选手获得技师职业资格 ，提高了全省的建筑

业一线操作人员技能水平 。

举办了一期燃气专业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班 ，

有 １０３人参加 ；举办了三期考评员培训班 （八大

工种及装饰专业） ，共 ４６０ 人次合格 ；举办了一

期高级考评员培训班 ，共有 ６６人次参加 ；举办

了三期 “三新” 技术研修班 ，有 ７２２人参加 ；审

核颁发了１８ ３８４本 枟职业资格证书枠 （广州 、深圳

除外） ；培训 “五大员” ７ ９８６人 （其中施工员

３ ８１０人 、质安员２ ４２５人 、材料员 ４６０人 、机械管

理员 １００ 人 、资料员１ １８１人） ；培训项目经理

１ ０６９人 ，桩工 ３４４ 人 ，建筑结构安全鉴定员 ３８

人 ，监理员 ４６３人 ；新评选建筑 、建材专业教授

级高工 ３９人 ，高级工程师１ ４３８人 。完成了 枟关

于湖南省建设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调研报告枠 和

全省 ２７家职业技能鉴定站的质量普查工作 。

（广东省建设厅 　王礼贵）

电 　 　力

２００６年 ，广东电网公司按照南方电网公司

“更加注重依靠科技进步” 的要求 ，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 ，以电网发展和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为中心 ，确立了科技发展战略 ，建立健全科技

创新的体制 、机制 ，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

提高电网科技含量 ，增强驾驭大电网的能力 。

公司以 “经营型 、服务型 、现代化 、市场

化” 的发展子战略为目标 ，以解决广东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问题为重点 ，全年下达科技

项目预算２７ ６５４万元 ，比 ２００５年的２２ ９９１万元增

长了 ２０％ 。其中技术开发费投入 ２０ ４７５万元 ，资

本性支出投入７ １７９万元 。科技资金重点投放在电

网安全运行 、企业信息化建设等领域 。由于大部

分科技项目是跨年度实施项目 ，２００６年实际完成

科技项目资金２１ ３００万元 ，占全年预算总额的

７７％ 。

【科技发展战略及规划】 　

指导思想 　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

思想为指导 ，实施公司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为依

据 ，贯彻中国南方电网 “六个更加注重” 的工作

方针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机制 ，提高电

网的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 ，增强驾驭复杂大电网

的能力 ，把广东电网建设成结构合理 、技术先

进 、安全可靠 、适度超前的现代化电网 ，以满足

３０２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进展



高速发展的广东经济建设对电力的需求 。

发展战略 　围绕南方电网和广东电网的发展

目标 ，在保证电网安全和电力供应的同时 ，依靠

科技进步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提高电网

科技含量 ，增强驾驭大电网的能力 。积极采用现

代化管理手段 ，实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 。加大

科技投入 ，增强研发能力 ，积极推广科技成果 ，

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实现 “科技兴网” ，

为实现经营型 、服务型 、市场化 、现代化的企业

提供技术基础 。

科技发展 “十一五” 计划及 ２０１５年规划 　

公司科技发展规划为指导 ，在深入分析国内外电

力科技发展趋势 、广东电网目前的技术水平及发

展规划的基础上 ，制订了公司 “十一五” 科技发

展规划 ，提出了九大主要技术领域的发展目标 ，

明确了 １１个重大科技项目 。规划已印发实施 ，

各直属单位正根据省公司的规划 ，制订自己的科

技发展计划 。

【科技投入】 　广东电网公司科技投入主要在下

列几方面进行 ：根据广东受端电网的特点 ，在电

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方面开展大量的技术研究 ；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在解决电网 “卡脖子” 问题

的同时 ，实现开关无油化 、保护微机化和变电站

综合自动化 ；采用新技术 、新设备 ，提高电网设

备的技术水平 。加速公司信息化建设 ，实现对公

司职能战略和各项业务的整体信息支持 。

【科技成果管理】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关于科技

工作管理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 ，２００６年重新

制订并颁发了科技成果管理办法 、科技奖励实施

办法 ，规范了评奖程序 ，提高了科技进步奖的奖

励标准 ，重新明确了科技成果评价的评价标准和

成果推广应用的条件 。

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６年广东电网公司评出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４项 ，二等奖 １８项 ，三等奖 ４５

项 ，颁发奖金 ９３万元 ；获南方电网公司奖励项

目 １３项 ，其中 ，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 ３项 ，三等

奖 ９项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３

项 ，分别是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的 “５００kV／
２２０kV同塔四回路输电线路设计及应用” 项目 ，

广东省电力科学研究院的 “电站金属构件磁记忆

检测技术研究” 和 “电力变压器局部放电超高频

带电监测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 “５００KV／２２０KV
同塔四回路输电线路设计及应用” 获 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电力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SF６气体再生应
用的研究” “１１０KV 变压器中性点小电抗器接地
方式的研究及其相应装置的研制” 获 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电力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上述成果大部分已

在生产实际中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

科技成果推广 　根据公司 １９９７年以来的获

奖项目情况 ，为了更好地使公司科技成果在生产

中推广应用 ，方便各单位根据生产实际选用 ，组

织编制了 枟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广东电力科技成果汇编枠

并印发直属各单位 。

科技成果鉴定 　 ２００６年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及

成果水平 ，受南方电网公司及省科技厅委托 ，组

织专家对 “广东电网安全防御系统研究” 等 ８个

科技成果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 。

【重点科技项目简介】 　

广东电网防污闪技术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包

括 ：广东省污秽性质及其分布的研究 、绝缘子污

秽闪烙特性研究 、高压输电线路带电水冲洗研

究 、架空输电线路绝缘子自然积污特性研究 、新

型塔形研究 （防雷 、防污） 、输电线路清扫周期

的研究 、输电线路绝缘子表面泄漏电流在线监测

研究 、复合绝缘子老化寿命研究等 。

１ ．广东省污秽性质及其分布的研究 。

负责单位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

研究内容 ： （１） 研究历年广东省的降雨 、台

风 、日照等气象资料 ，以及酸雨 、烟尘 、硫化物

排放等环保资料 ，在全省范围内布置绝缘子污秽

度监测点 ３５００个左右 。 （２） 根据降雨和绝缘子

积污的天数 ，组织全省测量绝缘子的盐密和灰

密 ，选择典型地区进行污秽性质的化学分析 。

（３） 研究模拟污秽度监测点的等效性 ，提出非带

电系数 。 （４） 研究长期积污与年度积污的关系 ，

提出饱和系数 。

２ ．绝缘子污秽闪络特性研究 。

负责单位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

研究内容 ： （１） 在大型多功能人工气候室里

模拟雾 、毛毛雨等高湿度环境 ，进行各种绝缘子

在表面清洁和不同污秽程度时交流闪络特性的试

验研究 ； （２） 在大型多功能人工气候室里模拟易

于吸潮的不同组分的污秽及酸性湿沉降环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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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酸性湿沉降电导率 ，合成绝缘子表面清洁及不

同污秽程度时交流闪络特性的试验研究 ； （３） 根

据试验结果得出瓷 、玻璃 、合成绝缘子在不同污

秽和湿度条件下的污闪特性曲线 ，以及瓷 、玻璃

绝缘子涂防污涂料后的污闪特性曲线 ； （４） 将试

验结果应用于绝缘子选型 、爬距选择和调爬 、确

定清扫周期 、防污涂料使用等防污工作 。

提高广东电网输电线路传输能力的研究 　研

究内容包括 ：提高现有输电线路负载能力的研

究 、交联电缆在线温度监控及载流量校验 、电缆

载流量研究 、新型导线应用研究等 。

１ ．提高现有输电线路负载能力的研究 。

负责单位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

完成试验室导线和金具载流温升试验 。 ２００６

年 ５月 ，在广东电科院高压大厅对 LGJ‐２４０／４０ 、
LGJ‐３００／５０ 、 LGJ‐４００／３５ 、 LGJ‐５００／４５ 、 LGJ‐
６３０／５５等五种规格型号的导线和金具进行实验室

载流升温试验 。

基本建立线路载流量计算模型 。至 ２００６年 ８

月 ，根据架空线路设计规程 （DL／T５０９２‐１９９９和
SDJ ３／７９） ，基本建立架空导线载流热平衡计算

模型 、架空导线应力弧垂和限距计算模型 。

基本编制完成线路载流量计算软件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月 ，基于前述导线载流热平衡模型 、应力

弧垂和限距模型 ，编制完成架空线路载流量和负

荷控制计算软件 。

成线路在线测温装置的订货验收和安装前系

统调试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完成东莞三回线路在线

测温装置的订货和验收 。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完成在

线测温装置安装前的系统调试工作 。

２ ．新型导线应用研究 。

负责单位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 。

组织相关单位与新型导线 （碳纤维复合芯铝

绞线） 的生产厂家进行了关于碳纤维复合芯铝绞

线技术特点 、安装工艺 、运行等方面的交流 。

直流单极大地运行对交流电网影响及防范措

施的系统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 ：直流电流在交流

电网的分布研究 ，直流单极大地运行对电容器组

的影响及防范措施研究 ，变压器承受直流偏磁能

力的仿真研究 ，直流对交流变压器噪声 、振动研

究 ，抑制直流进入交流变压器措施研究等 。

变压器承受直流偏磁能力的仿真研究 。

负责单位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

研究起止时间 ：２００６年 １月 — ２００７年 ６月 。

报告选取了两种典型型号的变压器作为仿真

对象 ，给出了变压器空载时 ，中性点注入 １０A直
流电流对变压器励磁磁通和励磁电流的波形影响 ，

变压器内部各部位磁势分布情况等仿真结果 。

广东电网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由广东电网公司生产技

术部 、深圳等 ２１个供电局共同承担 。

规划研究阶段 ，包括安全现状评估 、安全策

略规划 、安全建设规划 、安全产品测试规范和选

型指南制定以及相应的信息安全培训等 ，项目已

完成实施并进行了验收 。

安全实施阶段 ，包括广东电网公司省 －地两

级数据中心 （IDC） 建设 、广东电网公司数据中

心业务等级划分与边界防护部署实施 、广东电网

公司防病毒系统建设 、广东电网公司数字证书系

统 （PKI／CA） 建设 、本地存储与容灾备份系统

建设等项目实施等 。

基于 IEC６１９７０／IEC６１９６８公共信息模型的电
力营销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应用 　该项目由广东电

网公司本部 、东莞供电局 、肇庆供电局承担 。

按照 IEC６１９７０／IEC６１９６８公共信息模型 ，结

合广东电网公司营销管理的实际情况对电力营销

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统一设计 ，制定了全省统一

的电力营销管理业务规范 、信息模型和数据分类

与编码标准等 。

选取了两家应用开发商分别按照统一的信息

模型和地市营销数据与应用集中的模式进行应用

软件开发 ，并进行实际运行数据的互导入测试 ，

实现了不同应用软件同一信息模型的成功开发与

应用 。

经试点实施 ，东莞 、肇庆供电局电力营销管

理信息系统已投入全面应用 ，为全省统一的电力

营销管理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

广 播 电 视

２００６年 ，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省委

宣传部 、省广电局 、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的具

体指导下 ，技术中心微波电路数字化改造和 １千

瓦以上中波台上划及建设这两项重点工程进展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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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使广东省广播电视无线覆盖的技术水平再上一

个台阶 。继续推进高新技术在无线覆盖方面的应用 ，

移动数字电视项目和手机电视项目有新进展 。

【广播电视数字微波电路数字化改造】 　 ２００６年

是微波电路数字化改造工程的关键年和决战年 。

３月 １６日 ，微波电路数字化改造工程顺利通过专

家组初验 。经过 ６个多月的试运行 ，电路传输指

标稳定 ，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 ７月 ２１ － ３０日 ，国

家广电总局计量检测中心对数字微波电路进行了

验收测试 ，结论为 ：电路指标符合国家规范标准

和设计要求 ，设备运行指标稳定 ，质量优良 。 ９

月 ２２日 ，数字微波电路顺利通过终验 ，正式投

入使用 。

广东省广播电视数字微波电路是在原有广东

省广播电视模拟微波电路的基础上 ，扩容改造为

SDH数字微波传输网 。

１畅SDH数字微波传输网路由 　 扩容改造后

的 SDH数字微波干线传输网路由构成为三线两
环 ，即 ：以广州为中心 ，由东 、西 、北 ３条线路

向外辐射 ；东线与西线形成珠江三角环 ，西线与

北线形成西北环 。传输网将连通广州 、深圳及省

内 １９个地级市 ，１８个电视调频骨干转播台和部

分县级市站 。传输网干线微波电路全长１ ９９７畅８６

公里 ，含微波站 ４４个 ，２个光端站 ，其中 ７０公

里以上中继段 ８段 ，即 １０４畅５５ 公里 、 １０６畅２４公

里和 １０７畅８１ 公里各 １ 段 （A 类） ，９１畅４９ 公里 １

段 （A类） ， ８４畅３５ 公里 １ 段 （B 类） ， ７８畅６４ 公

里 、 ７８畅８０公里 １ 段 （A 类） 和 ７６畅９１ 公里 （海

面 D类） 各 １ 段 。全网最短站距为 ２畅２４ 公里 ，

平均站距为 ４４畅０６公里 。

２畅SDH数字微波传输网电路组成和容量 　

该数字微波干线传输网微波电路在广州 －佛山 －

圭峰山和广州 －乌石排三段按 ２ × （３ ＋ １） ×

１５５Mb／s同波道复用方式配置 ，其余各段容量均

按 （３ ＋ １） × １５５Mb／s配置 ，并且每个中继段都

按波道自动倒换段设置 ，以便网上各站均能上下

业务 。传输网 ３条线路和珠三角环路均从广州站

始 ，其工作波道 （３ × １５５Mb／s） 分别安排为主业
务信道Ⅰ 、 Ⅱ 、 Ⅲ ，备用保护波道配置临时业务接

口 （盘） ，以便作为主业务信道 Ⅳ ，安排迂回路

由的保护业务 ，或安排临时业务 。干线传输网 １

段光缆线路传输按 STM‐４配置 ，以 ３ × STM‐１安

排主业务信道Ⅰ 、 Ⅱ 、 Ⅲ 。

３畅 工作频段和波道配置 　原广东广电模拟微

波电路干线采用 U６GHz （６４３０― ７１１０MHz） 频
段 ，该频段按 ８个波道安排 ，波道间隔 ４０MHz ，
该频段仍然是 SDH数字微波干线电路使用的重
要频段 ，SDH微波干线传输网继续使用 ，其中广

州 －佛山以及湛江 －雷州 －英利 －徐闻 ４段使用

U６GHz频段 ２ 、 ４ 、 ６ 、 ８ 波道 ，还有 ３１ 段使用

１ 、 ３ 、 ５ 、 ７波道 。

１０段进城微波电路采用 １１GHz频段的 １ 、 ３ 、

５ 、 ７波道 。

４畅 波道极化安排 　 SDH 干线微波电路在广
州 －佛山 －圭峰山和广州 －乌石排三段按 ２ × （３

＋ １） × １５５Mb／s同波道复用方式配置 ，双极化

工作 。除此之外的其他段电路均按 （３ ＋ １） ×

１５５Mb／s配置 ，单一极化工作方式 。一般每相邻

２个中继段变换极化方式 ，如 HHVV ，以减少越

站干扰 ；但在电路转折角或分支电路夹角较小

时 ，为克服分支电路干扰 ，全线有部分站采用交

叉极化 。

１１GHz各段电路安排 V 极化 ，以减小降雨

衰落影响 。

５畅 天线和馈线系统 　该微波干线网多处有分

支电路 ，为解决分支电路和转折电路干扰 ，以及

越站干扰 ，均使用高性能和超高性能天线 。广州

出口段和珠三角地区业务安排较多 ，微波电路在

广州 －佛山 －圭峰山和广州 －乌石排各段采用超

高性能高 XPD双极化天线 ，其他段采用单极化

天线 。

该电路分支角较小 ，而且分支站较多 ，为提

高天线前后比和交叉极化去偶度 ，并为了减轻铁

塔负荷 ，该电路采用 ANDERU 公司高性能天线
和低损耗馈线 。

６畅 网管系统 　该电路网络管理系统由 SDH
微波和复用设备网管 、视音频编解码系统 、话音

／数据设备及会议电视系统网管和附属系统网管

等 ３个网管子系统组成 。

【中波台上划工作 、工程建设和台站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年 ，技术中心按照中央关于中波台上划

的精神 ，在省委 、省政府 ，省广电局和集团的大

力支持下 ，在已上划 １１个台的基础上 ，加紧推

进江门台 、揭阳台 、澄海台及茂名 ７３１台的上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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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同时对中波台机房进行新建或改造 ，对设

备进行全面更新 ，完成了 １０座中波台共 １０４台

新发射机的安装调试 ，架设了 ２０座大型中波发

射天线 ，中波台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

肇庆中波转播台新台和揭阳中波转播台新台

经过艰辛的征地和建设工作 ，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８日和 １０月 １日正式开播启用 。开播后的肇

庆中波转播台新台和揭阳中波转播台新台全部使

用哈尔滨广播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DCM１０KW发射机 （采用先进的数字调幅技术 、

循环调制技术和浮动载波技术） 和 PDM１KW 、

３KW发射机 （采用脉宽调制技术） 进行播出实

验 ，分别发送 ６个频点和 ８个频点 。新台投入使

用后两台信号覆盖范围均大大加强 ，为粤东 、粤

西这两颗璀璨明珠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无穷

的活力 ，使之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

技术中心一方面狠抓中波设备更新改造 ，突

破硬件发展瓶颈 ，另一方面努力探索科学 、规范

的管理方法 。 ２００６年在全省各中波台全面推广使

用自行开发的 “中波转播台安全播出管理平台” ，

该管理平台采用国际上成熟的数据库和软件技

术 ，是一个稳定 、可靠 、实用的管理平台 。该管

理平台由 “重要警示 、播出公告 、台务公告 、值

班公告 、检修公告” 等 ５个功能窗口和工具窗口

组成 ，工具窗口链接了应急预案 、指挥系统 、信

号流程 、播出时间 、值班时间 、岗位职责 、播出

制度 、联系电话 、维护手册 、中波信息等 １０个

子窗口 ，为各中波转播台的安全播出管理提供了

科学的手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各台反映良

好 。该管理平台的使用不但提升了各台安全播出

管理和设备维护管理的水平 ，更为中波转播台实

行规范化管理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无线覆盖】 　 ２００６年技术中心继续推进高新技

术在无线覆盖方面的应用 ，移动数字电视项目和

手机电视项目有新进展 。

数字移动电视单频网初具规模 　 ２００６年 ，技

术中心继续集中人力物力 ，投入数字移动电视单

频网建设中 。成功建立了新会圭峰山 、鹤山大雁

山和黄埔丰乐大厦三个发射点 ，完成了移动频道

虎门发射工程 ，完善了东莞发射点建设 ，进行了

圭峰山 、金古顶 、大雁山发射点覆盖试验 ，使单

频网覆盖范围进一步向珠江三角洲扩展延伸 。同

时对 CA系统进行了硬件升级 、调制卷积码试验 。

手机电视单频网工程掀开新一页 　 ２００６年技

术中心会同广东电视移动传播有限公司 ，继续推

进手机电视项目 。先后成功设立了广州越秀山 、

东莞乌石排 、深圳梧桐山 、深圳小南山 、中山五

桂山 、南海雷岗 、顺德烟敦岗共 ７个发射点并全

部开通 ，共同构建成 T － DMB手机电视单频网 ，

可覆盖珠三角地区 。手机电视单频网提供两套电

视节目 ，使广大人民群众多了一种在移动过程中

收看优质电视节目的途径 。

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迈上新台阶 　 ２００６年技

术中心加紧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 ，继续致力推进

数字化 、自动化进程 。

２００６年技术中心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的一个

亮点是卫星地球站广播电视信号音频比对监测系

统 、卫星地球站卫视信号台标监测系统 、 ５２２台

中波发射塔航空标志灯系统 、 ８０８台发射设备自动

监控系统等四个项目通过了省广电局组织的厅级

技术鉴定 。这是技术中心自 １９８９年成立以来 ，参

与科技项目技术鉴定最多的一次 。这四个项目代

表了国内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 ，凝聚了技术中心

技术人员的智慧与辛勤劳动 。鉴定的顺利通过 ，

是对技术中心的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工作的肯定 。

２００６年技术中心加大改造 、更新所属台站设

备的力度 ，新装数字发射机达一百多台 。经过近

几年的努力 ，技术中心所属台站主设备改造基本

完成 ，建成了由发射台 、转播台 、卫星地球站组

成的技术先进 、国内一流的无线覆盖网 ，中波 、

调频 、电视发射机实现全固态化 ，部分发射台实

现自动播出和监控 ，建成了数字微波传输网 ，与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形成互为补充 、互为备份的传

输体系 ，无线传输覆盖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显

著增强 。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７０２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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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队伍建设

紧密围绕建设创新型广东目标 ，不断加大创

新型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 ，大力培养 、引

进 、储备和使用各类创新人才 ，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各方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全省企事业单位通过工作调动和聘干方式共

引进人才１４ ８４８人 ，接受大中专毕业生１４６ ４８６人 。

首次招募 １３０多名高校毕业生赴粤北山区和东西

两翼从事 “三支一扶” 工作 。继续推行广东省居

住证制度 ，为有关单位引进的 ４００多名高层次人

才办理了广东省居住证 。根据 枟广东省制定创新

配套政策的实施方案枠 要求 ，草拟了 枟关于加快

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枠 （讨论稿） ，提

出创新型人才引进计划 ，提请省委 、省政府讨论

通过 。

印发 枟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十一

五” 规划纲要枠 和 枟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公务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计划枠 。按照人事部 “６５３工程” 的

部署 ，以高级研修班为主要抓手 ，大力推进继续

教育 ，重点提高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的自主创新能

力 、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和公共危机应急处理能

力 。围绕三大能力建设 ，举办各类高级研修班

１８０期 ，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１８ ０００多人次 。

新建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 ５０多家 ，人才

市场专业化发展取得新进步 ，中国南方 （花都）

汽车市场和广东省皮革人才市场分别成立 。建成

了以广东人才网为枢纽的泛珠三角区域信息网络

平台 ———网联 ，广东 、湖南等 １０ 多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已经成功联网 ，实现人才供求信息共

享 ；建成全省统一人才信息数据库的人才网 ，已

成功与 １０ 多个市实现人才供求信息资源共享 ，

人才需求信息年入库量达到 ５００多万条 ，有效人

才供求信息 ４０多万条 ，招聘单位 １０多万个 。

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 ，对广东省 １９９８年以

来印发的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进行重新修订 。根据

省府 １０６号令 ，草拟了 枟广东省人事厅关于省外

流动调入人员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的

通知枠 。加强对本省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

全年共有１６ ４０９人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大力实施人

才强省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和亮点 ，着力

做好高级专家 、博士后 、高层次留学人才和外国

专家等方面的工作 。

２００６年 ，共有 ７人被确定为 “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７７人被批准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１人荣获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 称号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转发了 枟广东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

部 、省委统战部 、省人事厅 、省科技厅 、省劳动

保障厅 、省军区政治部 、省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

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枠 ，建立广东省

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联席会议制度 ，进

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建设和科技

进步中的服务和推动作用 。

新增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３０ 家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省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达 １１２

家 。全年进站博士后 ３２１人 ，出站 ２００人 。申请

成立了由省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的广东省博士后管

理协调委员会 ，进一步强化本省博士后工作的管

理和协调力度 。出台 枟关于明确广东省博士后招

收有关问题的通知枠 ，把好博士后入口关 ，着力

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 。组织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

大学等高校的 １７０余位博士后及合作导师赴东莞

开展 “东莞科技行” 活动 ，取得良好的效果 。

继续通过承办广州留交会 、深圳高交会和东

莞发展与百名博士创业洽谈会等大型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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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会或招聘会 ，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

的力度 。根据有关文件 ，开展留学回国人员科技

活动项目申请资助工作 ，共筛选出 ２１个项目申

请资助 ，５个获得批准 ，资助总金额为 ２６万元 。

进一步加强留学归国人员科学研究受资助项目的

跟踪服务和管理 ，以及国家和省级留学人员创业

园的培育 、共建和管理工作 。

建立管理协作机制 ，完善外国专家管理的政

务环境 。 ３３个引进国外人才项目获得国家外国专

家局批准 ，获资助 １０７ 万元 ，重点实施引进电

子 、软件等高新科技领域和农业新技术等领域的

人才项目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统计局抽样

调查 ，引进国外人才数量在 ４年连续下滑后 ，出

现了上升的良好势头 。

（广东省人事厅 　刘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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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粤院士介绍

【白以龙】 　白以龙 （１９４０畅１２ － ） ，男 ，天津人 。

力学家 。 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１９６６

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学部委员） 。

白以龙得到了热塑剪切模型方程 、不稳定性

条件 、局部化演化规律和剪切带结构等重要结

论 ，以及剪切带控制延性极限的机理 。和同事一

起 ，针对真实材料受载产生大量微损伤的问题 ，

建立了亚微秒和多应力脉冲技术 ，发展了统计细

观损伤力学 ，提出了损伤局部化准则 、演化诱致

突变 、跨尺度敏感性等概念和模型 。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参加爆炸法制造金刚石的工作 ，研究了应力

波的衰减机理 ，解释了核爆炸波的传播 。

【陈星旦】 　 陈星旦 （１９２７畅０５ － ） ，男 ，湖南湘

乡人 。应用光学专家 。 １９５０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物

理系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陈星旦在物理测量方面

做过多项国内急需的开创性工作 。在我国第一次

核爆光辐射威力测试中 ，创造性地提出测量方案

及辐射传感 、模拟 、标定系统 。研制的几种光冲

量计 ，在第一次及以后历次大气层核试验中得到

成功应用 。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 ，研究真空紫外椚

射线光学技术 。主持研制了光谱光源 、标准探

测器 、光谱仪器 、正入射软 X射线成像元件和系
统 。建立了短波光学研究的技术基础 。

【陈肇元】 　 陈肇元 （１９３１畅１０ － ） ，男 ，浙江省

宁波市人 。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 。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７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任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

部常务副主任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 ） 、 学部主任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年） 。

陈肇元长期从事爆炸 、撞击作用下防护结构

性能与设计方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以及混凝土结

构性能的研究 ，并取得系统成果 ，许多被纳入国

家设计规范或用于重要工程 。在研究推广现代高

强 、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和土钉支护技术 ，并编制

相应结构设计施工规程的工作中也取得显著成

绩 。近年来主要从事建筑物工作性能评估 、结构

安全性以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的研究 ，并有

实用成果 。撰写论文和研究报告 ２００余篇 。

【陈俊亮】 　 陈俊亮 （１９３３畅１０ － ） ，男 ，浙江宁

波人 。通信与电子系统专家 。 １９５５年上海交通大

学电讯系毕业 。 １９６１年在苏联莫斯科电讯工程学

院获副博士学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 １９９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 （学部委员）。 １９９４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 ，陈俊亮是有线 ６００／１２００

波特及无线 ６００波特数据传输设备的主要研制者

之一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参加 “DS － ２０００程控数字

电话交换机” 研制 ，建立了程控交换机诊断的基

本理论 。承担 “DS －３０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 及

“程控交换软件单元测试系统” 等数项 “七五” 攻

关项目 ，提出了程控软件测试与维护新的方法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率先从事智能网的研究 ，其成果已

形成产业化并在国家电信网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

智能网的软件结构 、业务生成 、过程控制等方面

提出了新方法 。于 １９８８年 、 ２００４年及 １９９９年分别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二 、三等奖各 １次 。

【陈火旺】 　 陈火旺 （１９３６畅０２ － ） ，男 ，福建安

溪人 。计算机软件专家 。 １９５６ 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 。现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

陈火旺在国内率先实现计算机符号宏汇编

器 。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主持全国 Fortran编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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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 ，设计成功我国第一个 Fortran 编译系统 。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３年任银河 － I巨型计算机软件总负责
人 ，负责软件系统的总体设计 ，直接主持向量语

言的设计 、编译方案的制定和向量识别算法的研

究与审定 ，“银河 －Ⅰ” 获 １９８４年中央军委国防科

技成果特等奖 。 １９８７年起主持面向对象集成化开

发环境研制 ，建造了国内首例面向对象环境 ；

１９８９年起领导并主持非单调推理系统研究 ，把

PROLOG从单调发展到非单调 。这两项目分别获

１９９１年 、 １９９３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其领导完成的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编 （译） 著 ４部 ，发表论文 ６０余篇 。

【陈翰馥】 　 陈翰馥 （１９３７畅０２ － ） ，男 ，浙江绍兴

人 。自动控制理论专家 。 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

学数学力学系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

陈翰馥在 ２０世纪 ６０ － ７０年代研究随机系统

的能观性 、不用初值的状态估计 ，给出最优随机

奇异控制 。 ８０年代起研究系统辨识 、适应控制和

随机逼近 。在辨识方面 ，给出常用辨识算法的收

敛速度 、估出闭环控制系统的参数 。在适应控制

方面 ，用扰动方法 ，使参数估计趋于真值 ，同时

使性能指标接近或达到最优 。在随机逼近方面 ，

提出 “变界截尾” 算法 ，引进确定性的直接分析

方法 ，去掉了对回归函数的限制性条件 ，对噪声

要求降到最低 ，使随机逼近应用范围大大拓展 ，

成功地用到随机适应镇定控制 、大范围优化 、离

散事件动态系统等领域 。

【陈建生】 　 陈建生 （１９３８畅０７ － ） ，男 ，福建福

州人 。天体物理学家 。 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

球物理系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 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以陈建生为主 ，他与其他学者合作首次得到

类星体吸收线光谱中 Lyα１Lyγ的强相关 ，以及

Lyα１Lyβ强相关的最好结果 ，从而确证了高红移

宇宙空间原始氢云的存在 ；与同事合作通过分析

类星体吸收线证明了高红移星系的存在 ，并通过

对元素丰度的测定和比较 ，显示出星系化学组成

在百亿年内的演化 ；在国内率先开展类星体物端

棱镜巡天 ，发现上千个类星体候选者 。结合我国

条件 ，发展了实测手段并开展研究 ；首次提出并

与同事一起实现了在施密特望远镜上用 CCD 进
行多天体同时快速测光的方法 ，开辟了一条大样

本天文研究的新途径 。

【岑可法】 　 岑可法 （１９３５畅０１ － ） ，男 ，广东南

海人 。工程热物理专家 。 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华中理工

大学 。 １９６２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大

学 ，获副博士学位 。浙江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５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岑可法提出的洗煤泥流化床燃烧发电技术 、

预热层燃烧技术以及计算机辅助优化数值试验

（CAT ） 和气固多相流理论 ，取得了国际领先的

成果 。在水煤浆燃烧技术 、流化床技术 、煤的清

洁 、高效燃烧及强化传热 、煤炭多联产综合利用

及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

果 。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 ３７０余篇 ，其中有 ４２篇

论文获奖 ；出版专著 １０部 ，主编教材 ２部 。

【蔡睿贤】 　蔡睿贤 （１９３４畅０２ － ） ，男 ，广东台山

人 。工程热物理学家 。 １９５６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动力机械系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 。 １９９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

蔡睿贤在分析复杂总能系统中 ，创立了比较

法 ，并由此总结出各种总能系统的多种简明定性

规律 ；建立了强调正确评价准则的热力学分析学

说体系 ，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合理准则与系统分

析 。在叶轮机械理论方面 ，全面发展了中心流线

法 ，有些成果被国内外教科书收录 ；在叶轮机械

三元流动理论方面 ，首先导出了环壁约束条件与

给出一系列三元标准解析解 。首次集体发现了实

用机组中内围带对轴流式压气机不稳定性能的影

响 ，对国内后来多种型号机组的调试起了重要作

用 。近年导出了工程热物理各分学科的一系列代

数显示解析解 ，如非定常带激波可压流与非线性

导热的解析解等 。

【郭孔辉】 　 郭孔辉 （１９３５畅０７ － ） ，男 ，福建福

州人 。汽车设计研究专家 。 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吉林工

业大学 。吉林大学教授 ，汽车学院名誉院长 。曾

任 “一汽” 汽车研究所总工程师 ，吉林工业大学

副校长 。 １９９４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郭孔辉先后主持完成多项我国汽车行业的基

础性科研项目和 “一汽” 新型汽车的开发研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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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被汽车界誉为将系统动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

引入汽车振动与载荷研究的领先学者 ，我国汽车

轮胎力学的主要奠基人 ，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 、

平顺性科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带头人 。

【黄荣辉】 　 黄荣辉 （１９４２畅０８ － ） ，男 ，福建惠

安人 。气象学家 。 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

理系 。１９６８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生

毕业 。１９８３年获日本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 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黄荣辉从观测事实 、动力理论和多层数值模

式 ，对大气中准定常行星波形成 、传播和异常机

理进行研究 ，提出了准定常行星波在球面三维大

气中传播的理论 ，证明了球面大气行星波波作用

守恒 ；与 Nitta同时发现热带西太平洋暖池热状
态及暖池上空对流活动对东亚夏季大气环流与气

候异常起着重要作用 ，提出了影响中国夏季气候

的大气环流的遥相关型及其理论 。近年来致力于

亚洲季风与 ENSO循环相互作用的研究 。

【姜中宏】 　 姜中宏 （１９３０畅１０ － ） ，男 ，广东广

州人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 。 １９５３年毕业于华南

工学院化工系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姜中宏长期从事光学材料领域研究 。先后研

制成功三种强激光用钕玻璃材料 ，分别为 ：高能

激光系统用的硅酸盐钕玻璃 ；高功率激光系统

“神光Ⅱ” 和 “神光 Ⅲ ” 预研装置用的Ⅱ型和 Ⅲ型磷

酸盐钕玻璃 。在理论研究中 ，根据混合键型玻璃

形成特性 ，首次提出用相图热力学计算法 ，实现

了玻璃形成区的半定量预测 。采用连续相变方法

推导出非对称不溶区 。研究玻璃结构的相图模

型 ，提出玻璃是由最邻近的同成分熔融化合物的

混合物构成理论 ，可计算玻璃中的基团及硼配位

数比例 。将热力学反应判据用于清除白金机理研

究 ，通过预测的计算 ，找到了合适的工艺条件 。

【孔祥复】 　 孔祥复 （１９４２畅０９ － ） ，男 ，湖北阳

新人 。分子生物学家 。 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

学 ，１９６９年获美国 Vanderbilt大学药学院博士学
位 。香港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讲座教授 、所

长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孔祥复研究 β‐半乳糖苷酸的生物合成及调控

机理 ，阐明 Met － tRNA 的修饰及转录终止因子
及它们在细菌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和机理 。纯化了

重组的人干扰素 ，结晶了第一个由重组得到的蛋

白质 －干扰素 A 。阐明了 Ras基因和肿瘤的关
系 ，发现 Ras基因引起癌变需要磷脂酶 C及神经
生长因子对 Ras信号的作用 。以非洲蟾胚胎发育

为系统 ，研究骨形成蛋白 （BMP － ４） 的信号转

导途径 ，阐明了它们以及 GATA 基因对中胚层
形成的影响 ，指出 BMP‐４具有抑制神经外胚层
形成的作用 。研究多种来源于植物的抗病毒 、抗

肿瘤药物的结构 、功能及性质 ，阐明了 HCG 制
品抗 HIV的作用机理 ，为抗 HIV 药物的研制提
供了新思路 。

【刘盛纲】 　 刘盛纲 （１９３３畅１２ － ） ，男 ，安徽肥

东人 。电子物理学家 。 １９５５ 年毕业于南京工学

院 。电子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 校长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１）。 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刘盛纲提出了一种新的复合式静电强流电子

光学系统并进行严格的理论分析 ；建立了广义的

强流电子轨迹方程 ；建立了以电子回旋中心坐标

系为基础的电子回旋脉塞的动力学理论体系 ；提

出并建立了静电电子回旋脉塞的概念与线性及非

线性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静电自由

电子激光的新概念及其理论 ；提出并建立了特殊

准光学谐振系统 ，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 ，

发展了相对论空间电荷波理论和自由电子激光的

空间电荷波理论 。近年来又提出了电子注 －波 －

等离子体三体互作用理论 ；提出了离子通道混合

不稳定性理论及离子通道电磁波泵自由电子激光

及其理论 ，并发展了微波等离子体激发准分子激

光的理论 ，为等离子体微波电子学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 。

【钱清泉】 　 钱清泉 （１９３６畅０５ － ） ，男 ，江苏丹

阳市人 。铁道电气化自动化专家 。 １９６０年毕业于

唐山铁道学院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７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钱清泉长期从事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的

科研与教学工作 。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电气

化铁道多微机远动监控系统 ，并于 １９８７年实现

产业化 ，在 １０多项国家 、省部级重点工程中推

５１２部分在粤院士介绍



广应用 ，并在 １０ 多次世行贷款国际招标项目中

击败国外强手 ，中标经费累计达２ ０００多万美元 。

成为国内替代进口的主导产品 ，使我国铁路电气

化设备走上了国产化之路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参与组织和筹建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

验室 ，该室建成后通过国家验收 ，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在电气化智能监控系统与综合自动化研究

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出版专著和教材 ３部 ，发

表论文百余篇 ，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杰出人才和数

十名博士生 。获 １０项以上国家 、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和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

【钱逸泰】 　 钱逸泰 （１９４１畅０１ － ） ，男 ，江苏无

锡人 。化学家 。 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授 ，化学与材料学院

院长 ；安徽省化学会理事长 。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

钱逸泰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

学和普渡大学从事催化和固体化学研究 。在纳米

材料化学制备和超导新材料方面的研究颇有造

诣 ，发展了溶剂热合成制 III — V 族纳米材料技
术 。用苯热合成技术制得纳米晶 GaN 并将成果
发表在 １９９６ 年 SCIENCE上 ；另外还在相对较

低温和的条件下通过催化还原热解过程成功地合

成金刚石粉末 ，这一成果也发表在 １９９８年 SCI‐
ENCE上 。运用结晶化学原理设计和发现了多种

新超导体 ，发展了超导材料的制备科学 ：用溶胶

法降低了制备温度 ，制成 Hg 系新超导体 。在

２００ ℃以下水热合成钝系超导体 。近年来共获中

科院自然科学奖一 、二 、三等奖各一项 ；安徽省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 。 ２００１年起为国际 枟固体

化学杂志枠 编委 。

【孙儒泳】 　孙儒泳 （１９２７畅０６ － ） ，男 ，浙江宁波

人 。生态学家 。 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

系 。 １９５８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获博士学位 。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孙儒泳以 ８个季节的实验资料 ，证明地理上

相距仅 １１０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

的地理变异 ，它平行地出现于两种小啮齿类 ，生

活在草甸中的普通田鼠 （Microtus arvalis） 和森
林中的欧鼦 （Clethrionomys glareolus） ，从而为

兽类提供了地理物种形成假说的生理生态学证

据 ；同时 ，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 。研

究长爪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tus） 代谢率随环
境温度变化 ，发现静止代谢率与平均每日代谢率

的变化率不同 ，提出以 ２０ ℃下 ADMR为主要参
数的Weiner 日能量收支 （DEB） 模型应予以修
正 。提出恒温动物的恒温能力的一个新指数 ，在

应用上优于 Ricklef 指数 。发现晚成性根田鼠的

体温调节能力的胎后发育呈 “S” 型 ，可划分为

三个时期 。

【石钟慈】 　 石钟慈 （１９３３畅１２ － ） ，男 ，浙江宁

波人 。数学家 。 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

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研究

员 ，国家攀登项目 “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 首

席科学家 。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 ，石钟慈建立了一种将变

分原理和摄动理论相结合的新算法并算出氦原子

最低能态的良好近似值 ；研究了矩阵特征值的定

位问题 ，得到精度很高的上下界估计公式 。 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中期以来 ，从事有限元的理论研究和

应用 ，首创的样条有限元被广泛应用于实际计算

并引发了大量后继工作 ；研究非协调元的收敛

性 ，证明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检验方法既非必要也

不充分 ，并提出新的判别准则 ；发现非协调元的

一系列奇特的错向收敛性质 ，从理论上证实了早

期工程计算中观察到的现象 ；分析并证明多种在

应用上极有价值的非协调元的收敛性 ，奠定了它

们的理论基础 。

【童庆禧】 　 童庆禧 （１９３５畅１０ － ） ，男 ，湖北武

汉人 。遥感学家 。 １９６１年毕业于苏联敖德萨水文

气象学院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童庆禧是我国最早从事遥感研究的专家之

一 。早年从事气候学 、太阳辐射和地物遥感波谱

特征研究 。在我国首先提出关于多光谱遥感波段

选择问题 ，并在理论 、技术和方法上进行了研

究 。主持了中国科学院航空遥感系统的研制 ，

“七五” 攻关中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高空机载遥感实用系统” 。倡导和开展了高光谱

遥感研究 ，在岩石矿物识别 、信息提取和蚀变带

制图方面取得突破 。根据植被光谱特征研究发展

的高光谱导数模型和光谱角度相似性匹配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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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光谱遥感这一科技前沿的发展与应用奠定了

基础 。

【王梓坤】 　 王梓坤 （１９２９畅０４ － ） ，男 ，江西吉

安人 。数学家 。 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

１９５８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副博士学

位 。 １９８８年获澳大利亚麦克里 （Macquarie） 大
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

授 ，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

王梓坤提出专长概率论 。在随机过程等研究

中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 ，创造了极限

过渡的概率构造法 。求出了生灭过程泛函的分

布 。最先引进多参量 Ornstein‐Uhlenbeck 过程 ，

并取得系统成果 。研究布朗运动与位势论的关

系 ，求出布朗运动末离球面时间 、位置 、极大游

程的分布 ，获得马尔科夫过程的常返性 、零一律

等成立的条件 。在国内最早研究随机泛函分析 ，

得到广义函数空间中随机元的极限定理 。创造了

多种统计预报方法及供导航之用的数学方法 。

【闻立时】 　 闻立时 （１９３６畅０３ － ） ，男 ，湖北武

汉市人 。复合材料专家 。 １９６０年毕业于莫斯科钢

铁学院 ，获冶金工程师称号 。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１年获西

德马普金属所奖学金 ，赴马普金属所作博士后访

问学者 。现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闻立时长期从事表面工程和纳米技术研究工

作 。研制成功纳米多层膜和纳米膜／涂料复合层

两系列电磁功能材料 ，并在国防建设中得到应

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 ，建立了电弧等离子喷涂

设备 ，研制成功各种用途的耐高温涂层和复合涂

层 ；９０年代末 ，研制出国际先进电磁脉冲偏压电

弧离子镀膜机 ，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防护涂

层 、纳米复合硬质耐磨涂层 。多次获得国家和省

部级奖励 ，“尖兵一号返回地面人造卫星” 获 １９８６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中速率遥测热天线”

获 １９８６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纳米复合电磁功

能材料原理开发” 获 １９９１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发表论文 ２００余篇 ，专著 ５本 。

【伍小平】 　 伍小平 （１９３８畅０２ － ） ，女 ，江苏武

进人 。实验力学家 。 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

力学系力学专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应用

力学研究所所长 。从事实验力学研究 。 １９９７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伍小平对空间散斑运动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 ，给出了严格的公式 ，发展了部分相干光散斑

干涉的统计分析 。在测试技术方面 ，提出了散斑

干涉做非接触式随机振动和冲击测量的技术 、水

洞中船用螺旋桨在水动力作用下变形测量技术 、

用于细观变形场的显微全息光弹性技术 、显微全

息散斑技术和显微白光彩色散斑计量技术等 。研

制了新型电子散斑干涉仪 ，在理论和应用方面作

出了贡献 。开展了用同步辐射光进行材料内部损

伤演化的研究 ，为认识细观层次的力学行为及其

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

【徐至展】 　 徐至展 （１９３８畅１２ － ） ，男 ，江苏常

州人 。物理学家 。 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 １９６５

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 。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

徐至展长期主持激光核聚变研究 ，在实现激

光打靶发射中子 、微球靶压缩 、建立总体计算机

编码及建成 ６路激光打靶装置等多项重大研究中

均有突出贡献 。在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领

域 ，特别是在非线性过程或不稳定性研究方面 ，

从实验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研究 ，取得多

项开创性重要成果 。在 X 射线激光领域 ，１９８１

年已实现粒子数反转并发现新反转区 ；首次在国

际上用类锂和类钠离子方案获得 ８条新波长的 X
射线激光 ，最短波已达到 ４６畅８埃 。在强场激光

科学技术领域 ，特别是在新型超短超强激光 、强

场激光与原子 、分子 、电子 、团簇 、等离子体的

相互作用以及强激光驱动粒子加速等研究方面都

取得重要成果 。

【谢礼立】 　谢礼立 （１９３９畅０３ － ） ，男 ，上海市

人 。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 。 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天津大

学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研究

员 、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中国地震工程联合会会长 ，国际地震工程

学会副主席 。 １９９４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谢礼立一直从事地震工程与城市防灾研究 ，

涉及强地震动特征的观测 、分析 、模拟与应用 ，

７１２部分在粤院士介绍



工程抗震设防标准 ，城市防震减灾能力及其评价

和抗震设计规范的研究和编制 。是中国强震观测

与分析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他主持的唐山三维场

地影响台阵被国际同行推荐为国际试验台阵 ；由

他研制和开发的数据处理软件经加拿大 、日本两

次国际盲测会议考核 ，被评为国际上最好的两种

软件之一 ；发表论文与著作 ２００余篇 （部）。由

他主编的 枟建筑工程抗震性态设计通则 （试用）枠

是我国第一部推荐性的设计标准 。

【姚新生】 　 姚新生 （１９３４畅１０ － ） ，男 ，上海市

人 。中药及天然药物化学专家 。 １９５５年毕业于东

北药学院药学系 。 １９８３年于日本东京大学获得药

学博士学位 。现任沈阳药科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６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姚新生长期致力于中药与天然药物活性成分

及其应用开发研究 。主持研制的 枟中药线麻叶注

射液枠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近 ２０余年来 ，先后

从中药薤白 、人参 、荜解 、银杏叶等中先后分

离 、鉴定了 ５００余种化合物 ，１００余种为活性成

分 ，约 ２００余种为新化合物 。在国内外申请专利

３０项 ，已授权 ６项 。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余篇 。 ５

项成果 ８次获奖 ，研制开发新药 ４项 ，主编出版

专著及教材 ４部 。

【姚建铨】 　 姚建铨 （１９３９畅０１ － ） ，男 ，江苏无

锡人 。激光与光电子科学家 。 １９６５年天津大学研

究生毕业 。天津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 。

姚建铨多年从事激光与非线性光学频率变换

研究 ，提出非线性双轴晶体最佳相位匹配精确计

算的理论及方法 ，得到国际学术界的确认 。提出

了激光谐振腔 “类高斯分布理论” 。发展了高转

换效率下倍频理论及准连续泵浦倍频新方法 。实

现了输出功率 ３４W的内腔倍频 YAG激光器 ，并

以此为光源 ，完成了激光三维扫描系统 。首次采

用准连续运转的绿光光源泵浦染料及钛宝石可调

谐激光器 ，从而从理论到器件技术建立了一个新

的 “准连续泵浦激光调谐系统” 的技术体系 ，为

我国新型固体激光及调谐技术作出了贡献 。

【张佑启】 　 张佑启 （１９３４畅０９ － ） ，男 ，广东新

会人 。计算力学 、土木工程专家 。 １９５８年毕业于

华南工学院 ，获工学学士学位 。 １９６４年获英国威

尔斯大学博士学位 ，１９７３年获英国威尔斯大学科

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２年获澳大利亚阿雷特大学工学

博士学位 。香港大学代常务副校长 、教授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张佑启开拓了有限元法在结构力学 、特别是

板与壳的研究 。 １９６４年及 １９６５年提出矩形及三

角形板单元 ，１９６５年开展弹性半空间上薄板的研

究 ，提出弹性地基刚度矩阵法与有限元法的结

合 。 １９６５年又最早进行有限元在非结构力学 、场

问题的研究 ，推动了有限元法在温度 、渗流 、电

场等领域的应用 。 １９６７年与 Ziewkiewicz教授合
作撰写了世界第一本有限元法专著 ，研制了英国

第一套有限元软件并应用于 Clywedog 水坝的计
算 。 １９６７年创造了有限条法 ，奠定了半解析有限

元法的基础 。 １９９０年及 １９９９年分别获自然科学

二等奖和三等奖 。

【张齐生】 　 张齐生 （１９３９畅０１ － ） ，男 ，浙江淳

安人 。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学专家 。 １９６１年毕

业于南京林学院 ，现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 １９９７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张齐生在竹材加工利用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

先后开发成竹材胶合板 、高强覆膜竹材胶合板 、

竹材碎料板 、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 、竹木复合层

积材等系列产品 。重视研究成果和经济相结合 ，

有效地开展应用研究 ，使产品在众多领域得到推

广应用 ，推动和促进我国竹材加工新型产业的形

成和发展 。完成的科研成果中 ，１９８４年获国家发

明三等奖 、 １９９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

正在开展竹材和农作物秸秆经热解制取竹碳和秸

秆碳 ；竹醋液和草醋液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应用研

究 ，为竹材和农作物秸秆开辟新的应用途径 。

【张高勇】 　 张高勇 （１９４２畅０４ － ） ，男 ，湖北咸

宁人 。表面活性剂与日用化工专家 。 １９６５年毕业

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中国轻工集团总工程师 、中

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名誉院长 、高级工程师 、

武汉大学教授 、博导 。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

张高勇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提出了长链烷

烃脱氢的热力学及含催化剂失活的化工动力学模

型 ；发明了脂肪酸烷基酯的新生产方法 ；主持了

８１２ 科技发展资源 、环境和条件



酰胺类表面活性剂的性能研究与工程开发 ；指导

了新型杀菌剂的研究开发和 DCS － ３氧化铝载体

的工程开发与产业化 ，他所领导的科研团队现主

要从事表面活性剂合成 、物理化学及其在传统产

业和高技术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参加主持我国洗

涤用品工业 “八五” 以来的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

及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轻纺科技

问题研究 。历年来 ，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１项 ，国

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２项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

项 ，其他国家级奖励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

【赵梓森】 　赵梓森 （１９３２畅０２ － ） ，男 ，广东中

山市人 。光纤通信专家 。 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 。国家光纤通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

会主任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 、邮

电部科技委委员 。 １９９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 。

早在 １９７３年 ，赵梓森就建议开展光纤通信

技术的研究 ，并提出正确的技术路线 ，参与起草

了我国 “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五” 光纤通

信攻关计划 ，为我国光纤通信发展少走弯路起了

决定性作用 。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组织研制生

产出我国首批实用化的光纤光缆和设备 。作为技

术负责人 、总体设计人 ，先后完成了我国第一条

实用化 ８Mb／s 、 ３４Mb／s和 １４０Mb／s等 ６项国家 、

邮电部光缆通信重点工程 ，其中有 ３项工程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领导

开发的光纤通信产品大面积推广应用 ，取得显著

经济效益 。作为我国光纤通信公认的开拓者之

一 ，因发展中国的光纤通信技术和工业贡献卓

著 ，１９９７年被 IEEE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选为 Fellow 会士荣誉称号 。

【郑度】 　郑度 （１９３６畅０８ － ） ，男 ，广东大埔人 。

自然地理学家 。 １９５８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项目 “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

首席科学家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郑度是我国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之

一 。在研究气候 、植被与土壤分带相互关系的基

础上 ，建立了珠穆朗玛峰地区垂直带主要类型的

分布图式 ；划分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为季风

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 ，构建其结构类型组的

分布模式 ，揭示其分异规律 ；建立了横断山区干

旱河谷的综合分类系统 ，证实并确认高原寒冷干

旱的核心区域 ；阐明了高海拔区域自然地域分异

的三维地带性规律 ，建立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

然区划原则和方法 ，所拟订的青藏高原自然地域

系统方案是迄今最全面和系统的 ，并得到广泛的

应用 。

【左铁镛】 　 左铁镛 （１９３６畅０９ － ） ，男 ，北京市

人 。金属材料及其加工专家 。 １９５８年毕业于东北

大学 。现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学术委员会主

任 ，并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

理事长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理事长 、中国工

程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协

会会长 、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

员 、国际合作教育协会理事等国内外重要学术职

务 。 １９９５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左铁镛长期从事难熔金属材料和金属塑性加

工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 。阐明钨钼脆性本质 ，提

出强韧化机制和实施的技术方案并被广泛应用于

生产 ；在国内率先研究成功连续挤压设备和技

术 ，并完全取代进口 ，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开拓

和组织了生态环境材料研究 ，近年率先开展循环

经济研究 ，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获国家及省部

级奖励 １４项 。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余篇 （被 SCI 、
EI收录 ８０余篇）、专著 ８部 。

（相关单位供稿）

９１２部分在粤院士介绍



科技风险创业投资

２００６年 ，在中国宏观经济迅猛增长的推动

下 ，并且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复苏以及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的完善 ，中国风险投资业步入高速发

展的阶段 ，全年增长 ５５％ 。获得投资的行业越来

越多 ，其中 ，商业 、消费和零售业方面风险投资

较上年增长四成 。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发布

的 枟２００６中国风险投资业调研报告枠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超过 ５８３畅８５亿元 ，比

２００５年底的 ４４１畅２９亿元高出 ３２畅３１％ ；２００６年新

筹资风险资本规模高达 ２４０畅８５亿元 ，比 ２００５年

的 １９５畅７１亿元增长了 ２３畅０６％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

的全年新增投资总额为 １０畅３３亿元 ，新增项目数

为 ４１个 ，分别占全国的 １１％ 和 ７％ 。

２００６年 ，全国范围内共有 １１６个投资项目实

现退出 ，其中 ， ４３ 个项目的退出金额达到

１４８畅３０亿元 ，平均单个项目的退出金额为 ３畅４５

亿元 。广东省风险投资在退出这个环节上也有良

好的表现 ，全年共有 ６家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广东

企业成功实现了上市 ，其中 ３家在深圳中小企业

板上市 ，１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家在纳斯

达克上市 ，１家在新加坡上市 ，占当年有风险投

资支持的全国 IPO 企业数的 ２７％ 。 ２００６ 年有风

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深圳中小企业板 IPO的共有
７家 ，广东企业占据了近半壁江山 。

在本土风险投资机构中 ，无论从机构数量还

是资本总量上 ，广东都位居全国第一 。资金规模

在 １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占广东

机构总数的 ５８畅２％ ，单笔项目的平均投资强度在

６００万元 — ３ ０００万元之间 ，在投资项目阶段分布

中成长期项目占到 ４６畅３％ ，早期项目占到

３９畅１％ 。万元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中 ，排在前五

位的行业分别是光电子与光机电一体化 、传统制

造业 、新材料工业 、 IT 服务业 、生物科技行业 。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

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集团公司”） 自 ２０００年 ９月成立以来 ，按照

省委 、省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精神 ，以加

快发展为第一要务 ，以风险投资的独特方式支持

广东创新产业的新发展 ，有效地实现了国有资产

的保值与大幅度的增值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

六年来 ，集团公司实现了年年盈利 ，利润总

额年均增幅 ２０％ 以上 ；投资项目总额 ６畅５亿元 ，

投资项目近 ４０个 ，投资收益累计 ２畅５亿元 。该公

司的风险投资资本带动社会各类投资约 ８０亿元 ，

产生的社会效益超过 １８０亿元 ；集团直属投资公

司参股投资并培植了 ５ 个在国内公开上市的公

司 ；培养了近 １００名风险投资业务的专门人才 。

集团公司在中国风险投资业界的影响力持续

增强 。集团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度被评为 “国内风

险投资机构综合实力” 前五名 ，在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６

年被业界评选为 “最佳风险投资机构” 。集团公

司董事长在 “２００６第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上

获得 “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特别贡献奖”

（全国共 ３人）。

【创新管理与经营成效】

经营管理目标显著增长 　 ２００６年 ，集团公司

实现总收入 １畅１５ 亿元 ，利润总额超４ ０００万元 ；

新增投资项目 ６项 ，新增投资资金７ ６００万元 ；收

回项目资金１２ １４４万元 ；上交的各项税金共计

１ ５００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了 ３６％ 。集团公司整体

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 ，实际整体经营效益比上年

度增长 ７０％ 以上 。集团公司投资的广东鸿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

实施创新管理与有效经营见成效 　 ２００６年 ，

０２２ 科技发展资源 、环境和条件



集团公司的经营总收入 、利润总额 、资本运作收

益 、收回投资本金和投资退出收益等多项指标的

完成情况 ，都比上年度有较大幅度的进步 。

２００６年初 ，集团公司充分认识到当前资本市

场对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重大意义 ，

部署了管理与发展战略要求 ，安排集团公司旗下

的两个风险投资 （管理） 公司 ，重点投资和整合

若干个高成长 、高收益的投资参股项目 ，为实现

投资业务的良性循环和资产结构的调整优化奠定

了基础 。

集团公司整体项目管理 、项目整合上市和投

资项目增值退出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集团公司有

计划地加快推进了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的进程 。上

述两个公司已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和 ２００７年 ６月公开

发行上市 ，为广东的资本市场增添了新鲜血液 。

集团公司还高度重视抓好投资管理运作的各

层面的工作 。 ２００６年 ，集团公司完成了深圳格林

美公司的股份制改造 ，明确了华锋电子公司 、唯

特偶化工公司 、玉柴工程机械公司 、粤科京华公

司等一批企业的发展与上市策略 ；加速投资与整

合了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策划和推进了一批成

熟的已投资企业实现股权的增值退出 。

【投资案例简介】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年 １２月 ，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投资２ ７００万元 ，与高要鸿图

工业公司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广东鸿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持有鸿图科技 ４３畅２％ 的股份 。 ２００３

年 ，鸿图科技进行增资扩股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

团持有的股份在此次增资后上升至 ４７畅８５％ 。广

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进入鸿图科技后 ，帮助其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 ，进行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使传

统国有企业完成改制并走向快速发展 。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鸿图科技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会的审

核 ，获准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 １２月 １８日 ，鸿

图科技公开发行１ ７００万新股 ，募集资金 １畅９４亿

元 。 １２月 ２９日 ，鸿图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鸿图科技大胆探索产权多元

化和确立企业重组优势 ，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上

市 ，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实现了国

有资本投资效益最大化和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快速

增值 。

深圳顺络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顺络电子有限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年 ９月 ，是一家专业从事研究 、

生产和销售片式元器件的高新技术的中外合资

（港资） 企业 。 ２００３年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属

下的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了顺

络电子 ，在电子元器件产业即将复苏的时刻 ，及

时解决了扩大市场和产能的所需资金问题 ，使企

业的市场份额和产能得到迅速提高 ，抓住了产业

恢复带来的商机 。在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市场竞

争中 ，顺络公司当年销售业绩增加了 ８７％ ，建立

了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客户群的销售网络和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融资平台 ，业务高速发展 ，盈利能力

持续增强 。

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

【行业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风险投资促

进会 （以下简称 “促进会”） 积极开展行业交流 ，

树立促进会在业界的品牌形象 。

作为 ２００６中国风险投资论坛的主要承办方

之一 ，促进会在广东省政府和会议的主办方民建

中央 、国家科技部 、深圳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 ，同其他承办方一道 ，为本届论坛的圆满召开

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

通过主办 “２００６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会员

交流沙龙” “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投资系列培训

课程” “创业企业家的管理沙龙” “广东省风险投

资促进会 ２００６年度论坛暨广东地区投资机构联

谊会” 等一系列活动 ，大大提高了促进会在省内

外 、国内外风险投资业界的影响力 。

通过参与不同场合的同业交流活动 ，不断巩

固与全国各地同业协会 ，台湾创业投资同业公

会 、香港创业及私募协会等境内外同业协会 ，中

国风险投资研究院 （香港）、北京清科公司 、华

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等机构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关系 ，开始进行更深一步的业务合作 。

如促进会分别与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合

作承担省科技厅立项软课题项目 ——— “广东国际

科技合作机制与政策研究”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

业发展模式与财务制度创新研究” ，并顺利结题 。

１２２科技风险创业投资



【协会职能】 　 代表风险投资业界同政府沟通 ，

反馈业界意见 ，协助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和规则 ，

是促进会的重要职能 。

受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广东省科技厅委托 ，促

进会承担了 ２００６年度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查在

广东省内的调查工作 。

参加由广州市科技局举办的广州风险投资政

策研讨会 ，探讨在新政策下的地方风险投资配套

政策的实施 ，为广州市有关风险投资政策的制定

提出建议 。

２００６年 ９ — １１月 ，促进会与中国证监会广东

监管局联合开展 “优化国有风险投资资本运作市

场环境的思考” 的课题调研 ，对广东省风险投资

行业的运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重点走访了广东

省风险投资集团 ，对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及其运行

的市场环境 、内部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 ，提出相关建议 。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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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条 件

广东省科技条件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 、重

点实验室 、科技文献及科技基础数据 、科技规范

和标准 、生物种质资源及标本等各种硬件和软

件 ，是实现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 、提高竞争力的

重要支撑 。广东省的科技条件建设经过多年的发

展 ，成效显著 ，特别是 ２００４年国家提出建设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以来 ，本省的科技条件建设迈上一个

新台阶 ，为本省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东已立项建设 ９７家省重点

实验室 ，拥有 ７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 ２００６年新建

省公共实验室 ２家 、重点科研基地 ８家 ，生物种

质资源库建设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 、实验动

物管理等工作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总体情况】 　 在省

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 ，１９８６年 ，广东省重点实验

室建设启动 。经过 ２０年建设和发展 ，至 ２００６年

底 ，广东省已形成了拥有 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

９４家省重点实验室和 １４家省公共实验室的实验

室体系 （见图 ９ ３ １ １）。

省重点实验室依托在广东地区的有关中央和

省属高校 、中央属科研院所和省属科研院所以及

相关部门 ，基本涵盖了广东省重点发展的信息与

通信 、新材料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与健康 、现

代农业等领域 （见图 ９ ３ １ ２）。

省重点实验室现有研发场地 ２２ 万平方米 ，

实验室中试基地和转化基地面积分别达到 １５万

平方米和 ６０万平方米 。拥有一批先进的科研仪

器设备 ，建设规模和管理水平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 。

在投入经费方面 ，政府不断加大对重点实验

室建设的支持力度 。 １９９３年起省财政安排科技专

项资金支持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１９９９年开始 ，省

科技厅将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列入科技创新百项工

程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得到了快速健康发展 ；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各级政府累计投入 ４畅１亿元 ，依托

单位及相关部门配套投入 ６畅６亿元 ，总投入建设

经费超过 １０亿元 （见图 ９ ３ １ ３） 。

图 9 3 1 1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各时期的建设规模

３２２科 研 条 件



图 9 3 1 2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各时期的建设领域

图 9 3 1 3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各时期的经费投入

２０年来 ，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硕果累累 ，

承担了一大批科技项目 ，取得了一些重大成

果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实验室累计

承担项目７ ３２４项 ，其中国家级重点 、 重大项

目１ １４９项 ，省部级重点攻关项目１ ９５３项 ，国

际合作项目 ２３１项 。广东省作为首席科学家单

位承担的 ５ 项 “９７３” 项目中有 ４ 项由省重点

实验室作为主要承担单位 （见表 ９ ３ １ １） 。

省重点实验室 ２０ 年来 ，共获得厅局级以上奖

项 ９６５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 项 ，二

等奖 ２４项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５１ 项 ；发

表论文 （论著） 超过 ２ 万篇 ，被 SCI 、 EI等三
大索引收录２ ４０８篇 ；获授权专利 ７９７ 项 ，其

中发明专利 ５０２项 。

表 9 3 1 1 　广东省作为首席科学家单位承担 “973” 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首席科学家

１ $新型场发射平板显示和微显示

的基础研究

中山大学 （广东省显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光电

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许宁生

２ $类非编码 RNA 及介导的基因
表达调控

中山大学 （有害生物控制及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屈良鹄

３ $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重大基

础问题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曹 　镛

４ $高效节能的关键科学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

（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 　贲

５ $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邓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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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重点实验室吸引和聚集一大批优秀科技

人才 ，现有 ３８名院士担任了实验室主任和学术

委员会主任职务 ，拥有 ２３个省自然科学基金研

究团队 ，９３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２２人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９ 人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９

人 ，广东省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７人 ， “长

江学者” 特聘教授 ７人 ， １０人获广东省丁颖科

技奖 。 历年来省重点实验室共培养高级人才

３ ７９９人 ，其中博士后 １９７ 人 、博士生 ９８０ 人 、

硕士生２ ６２２人 。经过多年建设 ，省重点实验室

已成为广东省聚集 、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的基地 。

【２００６年工作进展】 　 ２００６年新立项 ４家省重点

实验室 ，省重点实验室共有 ９７家 ，其建设规模

为全国第一 （见表 ９ ３ １ ２）。

９月 ２１ － ２４日 ，省科技厅组织 １８个广东省

重点实验室参加在东莞举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发明

展览会 ，同时举办了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成果推介

与对接会 。本次发明展览会省重点实验室展团成

果丰硕 ，共获得了发明展览会金奖 １７个 ，银奖

１３个 ，铜奖 ３１个 。广东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研究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的发明项目 “全永

磁悬浮风力发动机” 还获得了大会特等奖 ，广

东省现代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发明项目 “微

量射出标签的自动点胶设备” 获得了东莞市市

长特别奖 。

表 9 3 1 2 　 2006年立项建设的省重点实验室情况表 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安排经费

广东省近岸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２００ 圹
广东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２００ 圹
糖 －能甘蔗研究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３００ 圹
广东省养分资源循环利用与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２００ 圹
合计 ９００ 圹

【部分优秀重点实验室简介】

广东省菌种保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

室依托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从 １９８７ — ２００５年

共进行三期建设 。实验室现有面积３ ０００平方米 ，

建设总投入２ ４５２万元 。

实验室现拥有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 ８７ 台

（套） ，具备开展微生物学领域细胞水平 、分子水

平和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的工作环境和

实验条件 。先后共承担科研项目 ２１４项 ，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４９项 ，成果水平绝大多数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领先水平 ；获得国家 、省

科学技术奖 ３０项 ；申请专利 ６８项 ，授权专利 ２８

项 ；在国际 、国内核心等刊物发表论文 ５７１ 篇 ，

其中 SCI收录 ３１篇 ；开发 、转让成果 １００项 ，负

责起草 、参与制定 １０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与

此同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取得较大的成效 ，极

大地推动了我国南方微生物学科发展和相关行业

的技术进步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

实验室建设 ２０年来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 ，在省 、市有关部门和省科学院支持和

指导下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为广东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苦练内功 ，引进和培养中

青年骨干队伍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体制创

新和机制创新 ，建立健全以 “绩效” 为中心的人

事分配制度 ，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保证科技创新 。

在省科技厅组织的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中 ，实验

室连续三次被评为省级优秀重点实验室 。

广东省现代表面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该实

验室近 ６年来 ，争取到新立项及在研项目 ２１项 ，

取得纵向课题经费２ ０００多万元 ，技术服务及产品

收入达８ ５８０万元 ，通过了 ９项科技成果的鉴定 ，

获得了 ８项科技进步奖 ，获得授权专利 ５项 。共发

表论文 １００多篇 ，出版专著 ２部 、参编著作 ３部 。

实验室初步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材料表

面技术的平台 。实验室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

在激烈的竞争中承担一批国家高新技术 、军工新

５２２科 研 条 件



材料 、省市重点课题研究 ，初步形成了热喷涂厚

膜涂层技术 、材料表面薄膜沉积技术 、材料表面

强化与改性技术等鲜明特色与优势 。

实验室拥有一支结构合理 、学术思想活跃的

研发队伍 。研发团队分工协作 ，团结善战 ，学术

思想活跃 。

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成

果 。通过了 ９项科技成果的鉴定 ，获得了 ８项科

技进步奖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项 ，部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项 。申请专利 ８项 ，已授权 ５

项 。部分研究成果已进行了产业化开发应用 ，实

验室的产品和技术收入逐年提高 。

广东省畜禽育种与营养研究重点实验室 该

实验室是由广东省畜禽饲料研究重点实验室

（１９８９年立项） 和广东省畜禽新技术研究实验室

的省农科院畜牧所部分 （１９９９年立项） 于 ２００４

年整合而成 。通过多年的努力 ，实验室已建设成

为我国区域畜牧与饲料学科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

研究的科技创新平台 。先后两次被评为 “广东省

优秀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２年被评为 “广东省科技

先进集体” ，２００６年 ５月实验室被全国总工会授

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

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以应用基

础 、应用技术研究为主 ，为广东省乃至南方地区

畜牧业 、饲料工业的发展提供创新技术 、创新产

品 ，取得了累累硕果 。据统计 ，至 ２００６ 年 ，该

实验室已获得各类成果奖励 １０１项 ，包括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９ 项 ，省部级一等奖 ９ 项 ，其中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科技开发绩效显著 ，成果转化率达到 ８０％ 以

上 ，技术推广网络完善 ，覆盖全国 。

实验室积极研发新品种 、新技术 、新产品 、

新标准并应用推广 ，既有力地推动了行业进步 ，

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实验室培育的岭南黄

鸡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１０％ ，覆盖了全国 ９０％ 以

上的省区 ，并出口东南亚 ， “岭南黄” 成为中国

优质鸡市场的第一品牌 ，使千万农户受惠 。实验

室制订饲养标准 ，研发新型饲料添加剂及其优化

利用技术 ，提高饲料企业科技水平和效益 。据统

计 ，广东省配合饲料年产量的 １／３来源于实验室

技术合作企业 ，广东省获国家 、省 （部） 级优质

产品称号的产品 ２／３由实验室的合作企业生产 。

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

２００１年 ９月获得广东省科技厅立项 。实验室同时

还获得其他一系列的部省级实验室称号 ：１９９１年

４月就获得卫生部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立项 ；２００１

年 ３月获得广东省教育厅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立

项 ；２００２年 １月获得教育部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立

项 ；２００３年 １月成为科技部和广东省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成功列入眼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

该实验室以我国常见致盲眼病的发病机理和

防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在眼前段 、眼后段疾病

防治和视功能与视觉科学研究等领域形成了稳定

的研究方向 。实验室创建吸引高水平人才的先进

体制 ，建立起一种公开 、公平 、合理 、自由竞争

以及宽松的学术环境 。为海外留学人员提供每人

５万元的回国启动基金 ，以及提供可从事各类实

验研究的技术平台和其他支持 ，政策上来去自

由 ；充分保障科研人才物质待遇 ，在各项福利待

遇基础上对所取得的科研业绩给予大力度的奖

励 ，使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

实验室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 ，目前已具有

很强的竞争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整体水平已

居国内领先地位 ，在葡萄膜炎防治及机理 、角膜

与眼表疾病诊治 、近视眼机理和干预研究 、白内

障防治和视网膜疾病研究等方面已达到国际同类

研究先进水平 。

省公共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６年新建了 ２家公共实验室 ：机械装备公

共实验室和造纸技术与装备公共实验室 ，两者均

采取了合作共建的模式 。

【广东省机械装备公共实验室】 　该公共实验室

以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为依

托 ，以广东省现代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机

械科学研究院检测实验室 、机械工业橡塑密封工

程研究中心为基础 ，整合广东省技术监督机械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东省轴承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 、广东铭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省

机械工业标准化站 、广东省机械技术情报站 、机

械工业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广

６２２ 科技发展资源 、环境和条件



州）、机械工业机床液压元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 、机械工业油品检验评定中心等资源 ，采用

共建共管的模式建设 。

广东省机械装备公共实验室以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技术 、数控装备与技术 、大型精密装备与成

套技术 、重大装备关键功能部件 、检测技术与信

息服务为主要研究方向 ，旨在开放性 、共享性地

研究和推广重点工程装备制造业急需的关键共性

技术 ，逐步建成一个具有明显区域特色与学科优

势的 、省内一流并将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

研发平台 ，成为广东省机械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

技术研究 、开发 、推广应用基地 、信息交流和技

术人才培训基地 ，为本省重点工程和制造业提供

智能 、精密 、集成 、高效 、绿色的数控装备 、大

型精密装备与成套技术和重要功能部件 （功能材

料） ，为本省装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 ，以及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 ，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

【广东省造纸技术及装备公共实验室】 　该公共

实验室于 ２００６年立项建设 。公共实验室依托广

东省造纸研究所和华南理工大学资源科学与造纸

工程学院共同建设 。

广东省造纸技术公共实验室的总体目标是 ：

以社会发展需求 、市场需求和竞争需求为导向 ，

为提升本省造纸工业的核心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出应有的贡献 。

研究方向主要是造纸工业的共性技术和核心

技术 ，内容包括 ：特种用途的新纸种的研究开

发 ，新型造纸装备的研发和进口设备技术的消化

吸收 ，新造纸化学品的研究开发 ，造纸工业节能

降耗治污的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 ，造纸产品

的监督检测 。同时还提供行业科技信息及技术咨

询服务 ，组织国内外行业技术交流 ，聚集和培养

造纸行业高级技术人才等 。

该公共实验室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１畅 研

究方向瞄准造纸添加剂 、造纸对环境的影响 、造

纸装备的国产化 、纸制品的检验 、监督等我国造

纸工业的发展重点 、热点问题上 。 ２畅 技术创新瞄

准行业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 。公共

实验室建立造纸清洁生产技术研究中心 ，研发和

推广造纸清洁生产技术 ，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 。 ３畅 研究所与高校联合 ，优势互补 ，开创了产

学研的公共实验室共建模式 。

省重点科研基地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启动了省重点科研基地项

目 ，建设重点科研基地 ７个 ，共安排经费 ５００万

元 （见表 ９ ３ ３ １）。重点科研基地是广东省内

科研单位在产业区域建立的拥有产权的 、有一定

规模的科研基地 ，它是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平

台 、产学研结合的桥梁 、成果转化的中试基地 、

行业技术培训的实践课堂 。

表 9 3 3 1 　 2006年立项建设省重点科研基地情况表 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安排经费

广东省灵长类实验动物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８０ い
广东省荔枝标准化生产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８０ い
广东省蔬菜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８０ い
广东省名优生态茶叶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８０ い
广东省水利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８０ い
广东省特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７０ い
广东省南亚热带名优水果重点科研基地 广州市果树研究所 ３０ い
合 　计 ５００ 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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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荔枝标准化生产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

地依托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于 ２００６

年立项建设 。

广东省荔枝标准化生产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

目标是建立 ６６畅７公顷的荔枝标准化生产科技示

范基地 ，研究 、组装 、集成 、示范推广标准化生

产技术 ，将基地建设成为集科研 、生产 、示范 、

推广为一体的荔枝标准化生产科技示范基地 ，促

进粤西乃至全省荔枝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

该基地建设期间将完成荔枝标准化生产技术

规程的组装 、集成 ；推广高效 、低毒 、低残留药

剂 ，普及使用技术 ，减少农药及其添加剂对环境

的污染 ，保护地下生物 ，跟踪 、评价农药对环境

的影响 ；申请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认证 ，示范推

广相关配套技术 ；完善标准化生产和示范 、推广

条件 ；建设鲜果分选 、预冷 、储存设备 、设施 。

目前 ，基地已建有近 ６６畅７公顷的荔枝生产

示范基地 ，在荔枝丰产稳产栽培技术及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同

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 ，积极推广新技术 、

新成果 ，带动了当地荔枝种植业的发展 。

【广东省灵长类实验动物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

地 ２００６年立项建设 ，依托单位为广东省昆虫研

究所 。

基地建设遵循 “立足长远 ，整体布局 、规划

优先 、分步实施” 原则进行 。基地建设的总目标

是建立一个具有明显区域特色和学科优势的 、国

内一流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基地 ，开展人类重

大疾病 、疾病机理 、药物筛选及安全评价等应用

基础及技术研究 ，成为立足广东 ，辐射华南及港

澳地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验动物资源平台 、

动物实验平台 、人才培训与交流平台 。

该基地在建设期内将按照国家实验动物设施

标准 ，新建 、改建６ ０００平方米动物养殖设施 ，通

过灵长类种质资源的引进和扩展 ，使动物种群规

模达 ６ ０００只 ，年产灵长类动物在１ ５００只左右 。

建设灵长类实验动物种质资源平台 ，开展新引进

灵长类动物的人工驯养及繁育研究 。建设标准化

动物实验平台 ，为围绕灵长类实验动物开展非感

染性生命科学研究及动物实验提供支撑 。建立实

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和实验室 SOP 。通过人才引进
和培养 ，组建灵长类实验动物繁育与临床前研究

所需的专业技术团队 。集成动物饲养 、疾病防

治 、质量控制及动物新品系开发的核心技术和非

感染性人类重大疾病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及药

效 、药理分析的核心技术 。

【广东省南亚热带名优水果重点科研基地】 　该

基地于 ２００６年依托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建设 。

基地根据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以品种

创新 、先进适栽技术创新及示范推广为切入点 ，

以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创新为动力 ，广泛调动科

研基地内外的各种力量和优势资源 ，把水果科研

基地建成种质资源发掘 、保存 、引种和新品种培

育的科技创新基地及建成南亚热带名优水果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 。

重点科研基地在建设期间 ，将完成２ ０００平方

米果品质检中心建设 ，建立一条果品保鲜生产线

及一种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方法 ，完善科研基地水

电 、网络信息体系建设 ，新引进 １００个水果品种

（品系） ，新培育 ３ — ５个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 ，

推广新品种 １０个 ，在广东的粤北 、粤西 、粤东

以及广州的北部 、南部建立推广示范基地各 １

个 ，完善生物技术实验室建设 ，独立及与有关高

等院校共同开展国家 、省市课题 １０项 。

【广东省名优生态茶叶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地

于 ２００６年立项建设 ，依托单位是广东省农科院

茶叶研究所 。

建立该基地旨在为全省茶叶科研提供一个技

术创新和中试平台 ，解决本省茶产业发展中所遇

到的技术 “瓶颈” 问题 ，通过基地中试 、示范 、

技术培训及推广 ，提供茶叶科研成果和应用技

术 ，并迅速应用到茶叶生产中 。

基地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建设四大平台 ：一是

广东茶树品种资源创新利用平台 ，开展种质资源

收集 、鉴定评价 ，遗传分类及特异性状的分子标

记技术研究 ，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二是生态

无公害栽培技术创新平台 ；三是茶叶加工工艺创

新平台 ，完善茶叶品质相关检测 、分析 、评审设

施与设备 ，建成年生产能力 １００吨的蒸清绿茶生

产线及广东陈香茶生产线各 １条 ；四是科技培训

平台 ，进行茶树田间生产技术培训 ，名优茶加工

技能培训 ，国家注册评茶员培训和国家注册茶艺

师上岗培训 。

８２２ 科技发展资源 、环境和条件



【广东省蔬菜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地 ２００６年立项

建设 ，依托单位为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

基地建设的总体目标是 ：建成一个集蔬菜栽

培与育种研究 、集成栽培技术和新品种示范 、农

业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科研基地 ，促使本省的蔬菜

研究手段和水平处于全国的前列 ，为本省提供优

良品种和先进的集成栽培技术 ，提高本省蔬菜的

质量和产量 ，确保产品食用的安全性 ，提高产品

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附加值 ，为珠江三角洲乃至

广东省的蔬菜生产持续 、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

该基地按照高起点 、高标准建设 ，服务于广

东省的蔬菜产业 ，为华南地区的蔬菜品种的改良

作贡献 。建设期间主要完成建设 ２公顷标准化的

集成栽培技术研究和新技术新品种示范田块 ；建

设 ３畅３公顷标准化的育种田块 ；建设小型可调智

能化温室和多功能温网室连栋大棚 ，用于育苗技

术的研究 、新品种亲本的繁育等 ；开展蔬菜生产

栽培技术及其集成研究 ，形成综合性的集成栽培

技术 ；开展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通

过蔬菜科研基地建设 ，加强年轻科技人才的选拔

和培养 ，每年培养本专业带头人 ２名以上 ，逐步

造就一批知名的中青年专家 。

【广东省水利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地于 ２００６年

立项建设 ，依托单位为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基地整合了广东省水动力学应用研究重点实

验室 、广东省水利试验基地和广东省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的包括专业 、人才 、仪器设备 、设施等

在内的现有优势科研资源 ，建成试验设施国内一

流 、仪器设备先进 、具有开放和共享机制的广东

省水利重点科研基地 ，为广东水利科技创新和开

发提供了基础条件平台 ，服务广东水利的现代化

建设 。

重点科研基地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防洪减灾

技术 、近岸海洋工程技术 、水环境与生态修复技

术 、水力机械和量测控制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 、

水资源优化调度与配置 、水利现代化与信息化 、

水利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堤坝安全监测预警技

术 、水利新材料技术等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开发 。

在现有基础上 ，重点建设堤坝安全监测预警技术

开发与应用平台 ，装备先进的仪器设备 、设施 ，

设立 ３个重点研究方向 ，即堤坝边坡稳定分析 、

工程材料性能检测与安全评价和堤坝监测系统

软 、硬件开发 。

【广东省特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重点科研基地】

该基地于 ２００６ 年立项建设 ，依托单位是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

基地旨在开展岭南特色果蔬 、粮油 、水产 、

畜禽等特色农产品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研究与成

果推广 ，提高本省在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发展速

度 。

基地建设的总目标是瞄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的前沿 ，在深层次上系统开展热带亚热带地区特

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围绕资

源高效利用过程中各种利用方式进行分析 ，比较

不同利用方式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 ，积极发展交叉学科和高新技术 。力争把基地

建设成为广东省特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创新中

心和推广中心 ，成为科研单位设备 、设施建设的

延伸 ，成为各单位研究 、产品中试与成果转化的

有机结合平台 ，成为农业特色资源高效利用过程

中高新技术的集成示范地 ，成为本省农业特色资

源高效利用科技成果孵化和专业人才培养 、培训

的重要基地 。

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继续以行

政许可审批管理为契机 ，不断提高实验动物标准

化水平 。当年全省共有 ８家实验动物单位通过许

可评审 。通过许可的门槛管理 ，保证相关的生物

安全及科研 、检测数据的准确 。

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 ，为华南地区实验动物

质量监测技术共享提供服务 。 １９９７年以来 ，本省

实验动物监测所陆续受广西 、贵州 、海南 、湖北

和华南战区等省区的科技厅或实验动物管理部门

的委托 ，实施跨省区的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服务 。

由于检测技术过硬与服务信誉好 ，监测所的技术

品牌在华南地区受到广泛的认可 ，得到各地科技

部门的充分认可 。

开展实验动物立法调研工作 ，积极推进实验

动物行政许可相关法规建设 。 ２００６年 ，组织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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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学会的专家对北京 、东北三省 、上海 、

华东二省 、重庆市 、湖北等地的实验动物立法的

成功经验和实践体会等进行调研 ，完成了省内相

关地市的调研与考察 ，为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立

法做好前期的工作准备 。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平台建设

从 ２００６年初开始 ，广东省大规模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资源普查工作展开 ，对全省大型科学仪

器分布 、使用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情况进行了

解 ，为制定全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采购评估制

度 、共享共用机制 、政府相关决策等打下基础 。

按照科技部总体工作部署 ，建设包括广东 、

广西 、福建 、海南四省 （区） 的泛珠三角大型科

学仪器协作共享平台 。由广东省牵头 ，整合区域

内仪器设备资源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建立区域

大型仪器数据库及资源应用服务门户系统 。四

省区已通过了实施方案 、签订了协议书并开始

建设 。

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重视资源引进 、收集工作 。 ２００６年度新收集

各类生物种质资源７ ０００多份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广

东省各主要资源保存单位保存农作物资源４６ ０００

多份 。加强资源评价与创新 、利用 ，种质资源收

集 、保存 、鉴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新利用 ，

２００６年各资源库 、圃建设过程中 ，继续坚持这一

宗旨 ，加强资源的评价和创新利用研究 。在广泛

收集 、保存的基础上 ，利用传统技术和分子标记

等现代生物技术 ，对引进收集的资源进行鉴定评

价 ，共鉴定评价农作物资源６ ０００多份 ，获得了一

批有效基础数据 ，筛选出一批优异的种质资源 。

（广东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 　余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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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资源与金科网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信息资源建设持续发

展 ，特别是网上科技信息资源 （数字化信息资

源） 增速较快 ；网络基础条件稳定发展 ，金科网

成为全省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重要平台 ；

科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得到加强 ；社会信息需求

强劲 ，多层次科技信息服务取得突破 。科技信息

资源建设与服务 、金科网的发展 ，大大促进了广

东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促进了地方科技经济的

发展 。

科技信息服务机构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信息服务机构主要由政

府部门的科技情报机构 、重点公共图书馆等构

成 。最具代表的有隶属省各厅局 、省科学院 、省

农科院属下有关信息机构 ，如广东省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 、省立中山图书馆 、省医学情报研究

所 、省农科院情报研究所 、省标准化研究院 、省

科技图书馆以及省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图书文

献部门等 。

这些机构除了通过阅览室 、网络向大众提供

纸本和数字文献信息阅览之外 ，还开发利用信息

资源 ，接受政府 、企业 、 科研机构 、高校的委

托 ，开展大量科技咨询 、决策研究 、战略规划等

多层次信息增值服务 。 ２００６年 ，主要围绕两个方

面开展工作 ：一是为政府宏观科技管理决策开展

重大科技情报研究 ，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二是

面向社会各界提供各类科技信息与咨询 ，为科技

界 、产业界的科学研究 、产品研发 、生产等提供

科技创新信息 （情报）。

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２００６年在研的国家 、

省 、市级重大软课题战略研究项目 ２０多项 （其

中国家级项目 ３项） ，已完成 １１项 ，取得一批重

要成果 ，得到委托方的好评 ，成为各级政府宏观

决策的重要支撑 。如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单

位联合承担完成国家 “８６３” 项目 ，承担完成国

家级软科学研究项目 “我国科技情报行业发展战

略研究” 之专题 “区域发展情报服务研究” ，参

与 枟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枠 枟粤东地区

自主创新能力与科技产业化调研枠 等省政府重大

调研及文件的编制工作 ，完成 枟广东科研机构发

展研究报告枠 ，牵头承担了广东省的重要平台建

设项目 枟广东科技信息研究开发平台枠 等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情报所与广东省省立中山图

书馆等单位联合建设的 “联合参考咨询网 （平

台）” 业务增长迅速 ：新增注册读者 ３畅５ 万人 ，

比 ２００５年新增加 １倍多 ，到 ２００６年底已有注册

读者 ６畅６９万人 ；２００６年网上解答读者咨询超过

２６万例 ，平均每天 ７００例左右 ，远程传递文献超

过 ８６畅８ 万篇 ，社会影响扩大 、公益成效显著 ，

受到各界的称赞 。

省科技情报所 ２００６年完成各类检索 、查新

等咨询服务达到１０ １４６项 ，为９ ０００多个企事业单

位提供服务 ，其中完成科技查新就达３ ４００项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完成了大量

涉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国内外引文分析咨询 ；广东

省农科院情报所完成了大量关于农业规划 、农产

品种养等方面的咨询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下载电

子资源比 ２００５年增加 ５０％ ，其中外文电子资源

下载超过了 １２０％ ；省农科院情报所在连州 、乳

源 、揭西 、丰顺 、怀集 、罗定等县 （市） 开展农

业信息进村入户实地调研 。

科技信息资源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信息资源尤其是网上信

１３２科技信息资源与金科网



息资源建设 、信息共建共享持续发展 。

以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和以

中山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图书馆 ，通过集团采购的

方式 ，中 、外文科技文献特别是数据信息资源不

断丰富 。在科技情报类机构中 ，２００６年 ，在省科

技厅的大力支持下 ，以建设 “广东省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 为契机 ，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省科技图

书馆 、省农科院情报所 、省医学情报研究所等核

心科技图书情报机构在继续保证核心科技期刊与

图书纸件订购的同时 ，引进了更多的数据库信息

资源 ，加强省内外 、国内外文献信息机构之间的

资源共建共享 。科技文献数据资源包括了引进的

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科技信息资源系

统 、国研网经济信息数据库等中文资源和 Elsevi‐
er Science 、 Springerlink等科技类外文全文资源 。

继续维护或新建本省特色科技信息资源数据

库 ，如广东省科技成果库 、广东省软科学数据

库 、广东省高新企业数据库 、中国东盟科技经济

合作网数据库 、广东省科技兴贸数据库 、广东省

专业镇科技创新信息数据库 、岭南医药典籍数据

库 、热带亚热带农业科学数据库群 、广东省农业

类信息数据库 （含农业企业等 ２６个农业信息子

库）、广东省医疗卫生系统重点专科与特色专科

数据库等 。

２００６年 ，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科技情报

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完善 “广东网上科技文献馆” ，

促进了省内科技信息资源共享 、流通与开发利

用 。省科技情报所继续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主要组成单位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达成快速实现

资源共享的协议 ，与国内外主要图书信息机构建

立资源共享及联网关系 。省科技图书馆牵头在省

科学院内组建的 “两院” 文献情报网 ，进一步促

进了本系统科技信息共享水平和面向社会提供科

技信息的能力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建设与发展

２００６年是广东省科技信息网 （又称金科网）

建成十周年 。十年来 ，该网网络基础设施和网上

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从无到有 ，在推进决策科学化

和全省信息化 、促进广东省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

广东省科技厅 （原广东省科委） 于 １９９５ 开

始建设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是中国科技信息网

的首批试点地区 ，也是本省第一个采用互联网标

准 、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建设的全省信息网

络 。据不完全统计 ，１０年内省科技厅共投入建设

经费 １亿多元用于该网络的建设 ，其中用于支持

市县科技信息网的建设经费超过５ ０００多万元 ，同

时带动了各级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２亿元 。经过 １０

年的建设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已覆盖全省 。至

２００６年 ，全省分中心数量达到 １０６个 。网管中心

和梅州分中心等分别通过了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 ，标志着全省科技信息网的建设与管理走上了

标准化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功能多样 ：建设了科技厅

公共信息网站 ，实现政务信息公开 ；开发办公自

动化系统和各种业务信息系统 ，开展科技项目的

网上申报和网上评审 ；网上科技信息资源不断丰

富及完善 ，网上已包括各类数据库达到 ６０多个 ，

文献量超过４ ０００万条记录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从网络规模 、资源数量 、服务水平等

方面均在全国科技信息网络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

并创建了 “金科” 的品牌 。

十年来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创

造了很多个全国 “第一”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是第一个由省市县三级政府

部门共同建设的信息网络 ，南海是全国第一个建

立综合信息网的县级市 ，德庆县是全省第一个上

网的山区县 ，东莞网络在全国率先进行 “网上招

商” 。科技系统通过支持全省贫困山区建设科技信

息网络 ，实施 “信息扶贫” 也走在全省的前列 。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周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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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科学技术保密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２００６年 ，全

省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 ，继续推行

“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市场监管端口前移” 的工

作 ，注重强化提高执法能力 ，提高市场监管水

平 。全年共立案受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 ２３６件 ，

出动执法人员 １９００多人次 ，检查商品 ５０多万件 。

同时 ，加大了会展和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

度 。全省各级知识产权局指导各类会展和行业协

会解决专利纠纷 ８９１宗 。已举办了 １００届的广交

会 ，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更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知

识产权保护的品牌 。为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的有效衔接 ，省知识产权局与省公安厅联合成立

了执法联络室 。同时 ，根据国务院的 枟保护知识

产权行动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枠 精神 ，本省先后

成立了广东省 、深圳市 、汕头市 、湛江市 ４个保

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

【企事业单位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逐步提高】

２００６年 ，全省企事业单位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广东省通过开展企事业单位

和区域的知识产权试点 、示范工作 ，引导和扶持

企事业单位和区域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广州

市成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 ，深圳 、

佛山 、汕头等 ３市成为国家级试点城市 ，深圳高

新区 、广州高新区列入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 ；省知识产权试点区域 ３２个 ，省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 １５３家 ，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１０家 。同

时 ，本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逐步形成 。涌

现了一批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 、能参与国际竞

争的企业 。 ２００６ 年 ，全省企业专利申请量为

３３ ７３７件 ，占全省专利申请的 ３７畅１％ ，占国内企

业专利申请量的 ２０畅２％ ，其中企业发明专利申请

量１５ ４５５件 ，占全省发明专利申请的 ７２畅４％ ，占

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 ２７畅４％ 。 ２００６年 ，在第

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 ，广东省获得了 ５项金奖

和 １１项优秀奖 ，分别占全国的 １／３和 １／１０ 。至

２００６年底 ，省知识产权局自 ２００３年开始的专利

技术实施计划 ，已投入专项扶持资金１ ３００多万

元 ，择优扶持了一批专利技术项目实施和产业

化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促进本省

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

【知识产权区域合作不断深入】 　 ２００６年 ，泛珠

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继续推进 。 ２００６年 ，第三

次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召开 ，广东省

代表团在会上提出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专利代理

信息查询系统” 作为区域合作项目的建议 ，得到

各协议方的认可 ，作为 ４个新增合作项目之一被

联席会议采纳 。同时 ，按照 枟广东省与新疆哈密

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协议枠 ，２００６年 ８月 ，省

知识产权局与新疆哈密地区签署了知识产权对口

协作协议 ，在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知识产权人

才交流与培训 、专利技术转移与产业化及专利行

政执法工作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

【知识产权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本省知识产权

对外交流呈日渐频繁的趋势 。 ２００６年 ，省知识产

权局接待了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全国商会 、丹

麦专利商标局 、英国专利商标局等 ４个国家 ９个

政府部门及团体的外事来访 ，访问内容涉及知识

产权保护 、培训 、宣传 、中介服务等多个领域 ；

召开了中美 （广东） 知识产权圆桌会议 ；在 ４月

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 ，召开广东省知识产权

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 ，向国外驻穗领事馆和新闻

媒体宣传广东省知识产权的新进展 。

２００６年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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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在香港召开了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

组第五次会议 ，粤港双方继续在建立跨境知识产

权案件协作处理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小企业

创新促进机制 、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公众信息利

用平台 、推进粤港两地 “正版正货” 承诺活动 、

建立粤港知识产权部门公务员交流机制等方面开

展合作 ，并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开展了 “创新知

识型” 企业的推进计划 ，专门组织广东评审人员赴

港培训 ，利用省内知识产权培训班 、中美 （广东）

知识产权研讨会等机会 ，在更大领域内推广 “创新

知识型” 企业指标体系 ，邀请美国全国商会参加年

底举行的颁奖典礼 ，提升活动的国际影响力 。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稳步发展】 　 ２００６ 年 ，

广东省通过年检 、日常监管 、惩戒处理 、开通信

息查询系统等形式 ，规范和引导专利中介服务机

构 ，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和质量 。至 ２００６年 ，

全省共有专利代理机构 ７２家 ，其中具有涉外资

格的 １５家 ，代理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 ５３家 ，专

利代理人 ４４６名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广州代

办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专利审查会晤查询系统 ，

初步实现了广东省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之间的专利

数据共享 ，为广大专利申请人提供进一步的便利

服务 。

积极推进专利信息化的建设与利用 ，完成了

广东省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二期工程 ，广州等 ５

个市建立了地市分平台 ，湛江等 １４个市建立了

分站 ，并根据广东产业的特点在佛山顺德 、阳江

等建立了行业专题数据库 。

【全社会专利与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 　 ２００６

年 ，全省各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以各种形式进行知

识产权宣传 ，除了日常不断利用电视 、广播 、网

络 、报刊等各类媒体持续宣传外 ，还在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 “３ · 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

保护知识产权的各专项行动期间 ，举办如 “保护

知识产权宣传周” 等活动 ，在全省进行集中宣

传 、重点宣传 ，合力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

围 ，使得全社会专利与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 。

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在 “４ · ２６世界知识产权

日” 前后一个月内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知识产权

宣传活动 ，如省知识产权局召开全省知识产权典

型案例发布会 ，制播知识产权电视公益广告片 ，

举办首届开放日活动等 。

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自 ２００２年在广

州 、深圳 、佛山 、云浮等市试点开展以来 ，在全

国产生重要影响 ，并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高

度评价 。 ２００６年 ，省知识产权局与省教育厅等四

部门联合启动了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示范工作 ，在全省范围内确定 ３０所学校为首批

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标志着面向

青少年的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工作已逐步在全省各

市铺开 。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李 　伟）

科 技 保 密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技保密工作严格按照 枟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枠 和 枟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枠 的有关规定 ，做好秘密技术项目的组织申

报工作 。根据 枟关于发布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秘密技

术项目及审查结果有关事项的通知枠 ，２００６年度

广东省共有定密技术项目 ８项 ，到期解密项目 ３

项 。

表 9 5 2 1 　 2006年度广东省国家秘密技术项目统计表
定密年度 项目数 （项） 保密期 （年）

１９９９ 构１ !８ 挝
２００１ 构２ !７ 挝
２００３ 构２ !５ 挝
２００４ 构１ !３ 挝
２００５ 构１ !５ 挝
２００６ 构１ !５８ 珑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 　李政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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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对外科技工作围绕广东经济

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总目标以及科技厅的重点科技

工作 ，发挥毗邻港澳区位优势 ，组织开展了全方

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通

过广泛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不断提高对外科技合

作层次和水平 ，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高以及建设 “创新型广东” 提供了有力

支撑 。

政府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科技合作机制建立】 　广东省已经与多个国家

和地区缔结了友好省州或友好城市关系 ，截至

２００６年 ，共缔结友好省州或城市关系 ５３对 ，其

中省级 １２对 ，地级市 ３３对 ，县级市 ８对 。政府

之间的友好往来大大促进科技领域的合作 ，也成

为科技部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可以利用的重要渠

道和途径 。

与俄罗斯的合作 　里奥设计院主要从事舰载

通信系统的总体设计 、系统集成及关键通信设备

的研发及生产 ，具有较强实力 。 ２００６年与俄罗斯

圣彼得堡市里奥设计院签定了合作备忘录 。在此

合作框架下 ，里奥设计院分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和广州市无线电集团在广州签

署了合作协议 。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 ：一是与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开展的 GSM 移
动通信系统基站天线方面的合作 ；二是与广州市

无线电集团开展的科技合作 ，包括 ：舰载通信系

统的集成及总体设计 、舰载无线电电子设备的电

磁兼容总体设计 、短波大功率无线电电台的研

制 、技术人才的培训及交流 。

与东盟国家合作 　与菲律宾农业部和广东省

农科院签订农业科技合作协议 ，联合进行农业新

品种推广和技术输出的合作 ，重点建设 “广东菲

律宾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基地” 。该项目得到国家

的重视和支持 ，已纳入到科技部重点科技合作计

划 ，并将该基地建设成为 “中国与菲律宾农业科

技合作示范基地” 。

与加拿大的科技合作 　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

员会工业援助计划署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和谅解

备忘录 。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进行了广泛接触和

交流 。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的能源大省 ，是经济

发展最快的省份 ，是加拿大唯一具有财政盈余的

省份 ，在生命科学 、能源 、信息通讯等领域有较

强的创新能力 ，与广东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该省

的科技代表团来访两次 ，商讨了双方即将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 ３月间该省创新与科学部部长来访签署

“研究与商业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有关细节问

题 。

与港澳的科技合作 　在 枟内地与香港澳门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枠 （简称 CEPA） 的
框架下 ，按照 “前瞻 、全局 、务实 、互利” 的原

则和竭诚合作 、共同发展的精神 ，通过在 “联席

会议” 下设立 “粤港科技合作专责小组” 和 “粤

澳科技合作专责小组” ，加强合作的策划 、组织

协调和实施管理 。实现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 ，

包括相互开放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中试基地等 ，为建立泛珠三角科技合作平台奠定

基础 。

【国际科技合作示范项目实施】 　围绕 枟广东省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枠 和 枟广东省 “十一五” 科技发展计划枠 确

立的重点任务和要求 ，在信息与通讯 、生物医药

尤其是中医药现代化 、新能源 、生态环境 、资源

保护与利用 、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点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并取得良好效果 。

２００６年 ，广东重点组织了农业育种技术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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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种和技术输出 、中医药国际化 、新能源 、新

材料等 １２类符合国家 “十一五” 国际合作重点

领域的项目 ，申报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已

有 ６项批准立项 ，共争取科技部支持项目经费约

１ ０００万元 。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技术依托的 “青

蒿素复方快速清除疟疾研究” 项目以及以中科院

广州能源所为技术依托的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开

发平台与产业化示范基地” 项目已列入国家重点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向科技部申报政府间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 ２０ 项 ，主要与芬兰 、法国 、澳大利

亚 、埃及 、莫桑比克 、菲律宾等国家之间的科技

合作项目 。有 ５项列入科技部与相关国家的政府

间合作项目 ，共获得 １５０万元的经费支持 。

【粤港澳科技合作】

粤港合作 　继续做好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

破重大项目联合招标” 与港方的衔接与沟通 。在

电子信息 、新材料 、精密制造关键装备 、新能源

与节能 、汽车零配件制造等领域 ，粤方由省科技

厅 、经贸委及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四市联合

出资 ４畅１亿元 、港方投资不少于 １畅３亿元 ，进行

联合公开招标 。

省科技厅与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联合在

广州 、佛山 、深圳 、东莞举办了 ４次 “粤港科技

创新研发平台联合巡回推介活动” ，着重推介香

港特区 ２００６年正式启动的汽车零部件 、信息及

通讯技术 、物流及供应链应用技术 、纳米科技及

先进材料 、纺织及成衣以及中医药六大研发中

心 ，吸引了珠三角地区科研机构 、大学 、企业有

关人员的广泛参与 。

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

香港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 ，重点提升汽车零部件

工业研发乃至成果商品化的能力 ，开展其他相关

技术领域如环保技术 、人才培训方面的工作 。合

作的方式是共同进行产品和关键技术研发 、产品

检测 ，帮助企业改进现有产品质量和性能 ，帮助

企业打入整车厂配套供应体系以及进入国际市

场 。通过培训 、讲座等各种形式 ，提升两地人才

素质 。

召开了粤港高新技术专责小组第四次全体会

议 ；参与和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开展有

关 “粤港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影响” 的调研活

动 。继续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 ，举办第四次

“专业镇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体系学习考察活动” ；

参加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科

技促进会等机构在粤港举办的各类科技研讨会等

相关活动 。

粤澳合作 　加强与澳门的科技合作 ，继续划

拨专项资金 ，与澳门大学联合进行培养中医药国

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活动 。第二批推荐的研究生

已在澳门大学开展学习和科研工作 。

【对外科技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全年

组织和审批的科技出访团 、组共 ４７批 、 １８８人次

（其中报省外办审批 １８批 ，１２６人次）。有针对性

地到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开展

科技交流 、项目洽谈 、学习考察等活动 。经过精

心筹划 、周密安排 、严格把握 ，各个团 、组基本

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促成和落实了有关合作事项 。

组织和支持 “国际花生黄曲霉和基因组大

会” “国际热带水果网络组织第三届理事会会议”

“２００６东方科技论坛系列 ———中英青年科学家网

络” “第四届海峡两岸 （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交

流与做发展研讨会” 等高水平的科技交流和合作

活动 。

“国际花生黄曲霉和基因组大会” 由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ICR‐
ISAT ） 、 美国国际花生合作研究促进协会
（PCRSP） 联合主办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和国际花生研究和发展协会协办 。美国 、印

度 、新加坡 、乌干达 、墨西哥 、秘鲁 、苏丹和中

国等 １１个国家 、地区的 １３０位从事花生黄曲霉

和基因组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大会 。本次大

会围绕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和花生基因

组研究两个主题 ，共收到论文 ８６篇 ，其中有关

花生黄曲霉主题的论文 ４８篇 ，有关花生基因组

主题的论文 ３８篇 。会议的论文摘要集将由 ICRI‐
SAT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以正式刊物

出版 。

“２００６年东方科技论坛系列 ———中英青年科

学家网络” 会议由省科技厅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主办 ，广东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协会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承

办 。整个会议进程紧紧围绕 “癌症防治” 的主题

而展开 ，两国专家对肿瘤预防研究资源与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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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近期基因分型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肿瘤预防

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干细胞与环境因素对肿瘤发

生的影响及预防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省科技厅参与组织了 “日本广东经济促进会

第六次会议” ，并在会上作 枟广东科技创新战略

及其与日本合作前景展望枠 的主题报告 ，为未来

与日本在科技创新方面拓宽合作领域 、提高合作

层次 、推进合作深度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 。

（广东省科技厅对外科技合作处）

民间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６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下称 “中

心”） 继续加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力度 ，密切

与世界各国科研机构 、企业 、公司间交往与联

系 ，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新的交流形式 ，开展新的

合作业务 ，充分发挥民间科技交流的特点与特

色 ，与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优势互补 ，互相配

合 ，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广东省与国际科技交流

与合作事业的发展 。

【实施 “走出去” 发展战略】 　在 ２００５年的工作

基础上 ，中心整合资源投入 ，继续坚持 “走出

去” 战略方针 ，推动中心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向前

发展 。

参加 ２００６年越南国际工业机械展览会 　为

了帮助广东省企业开拓越南这一充满商机的新兴

市场 ，在连续两届组团参展的基础上 ，２００６年 ，

中心继续组织省内部分工业机械企业参加由香港

显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的

“第十四届越南国际工业机械展览会” 。本届展览

会吸引了来自 １４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１０家参展商

参展 ，展出面积达 １万平方米 ，参观人数超过 ２

万人 。中心组织了省内的 ８家企业共 １６个展位

参加此次展览会 。广东省展团的参展规模仅次于

越南 、韩国展团 ，成为本届展会的第三大参展

团 ，参展展品备受关注 。

赴日韩考察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２００６年 ４

月 ，中心组织了省内从事科技中介服务的研究人

员和管理人员 ，赴日本 、韩国进行科技中介服务

体系的考察调研活动 。代表团成员分别拜访了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 及韩国技术交易所 ，

就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法规体系 、建立民间企业主

导型的科技成果开发转化体制 、研究和借鉴 JST
的 “开发斡旋” 制度 、培养精通技术转移的专业

人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与交流 。

赴澳大利亚 、新西兰进行产学研联合调研考

察 　 ２００６年 １月 ，为佛山科技局及佛山科技学院

牵线搭桥 ，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理工大学取得联

系 ，双方就教育 、培训及联合办学方面的合作进

行了探讨 。 ２００６年 ３月 ，中心组织了省内部分科

技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赴澳大利亚 、新西兰进行

产学研联合调研考察 。代表团成员拜访了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工业研究所 ，同政府官员 、大专院

校 、科研所及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 、专家 、学者

探讨了产学研联合及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 、发展

趋势 、法律 、法规 、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相关

课题 ，并参观了高新技术企业及研发机构 。

英国 、法国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调研考

察 　中心组织了省知识产权局等相关机构的管理

人员 、专家学者赴法国 、英国 ，从不同层面对先

进国家的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考察调

研 。其间 ，代表团还拜会了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科

技参赞及国外政府官员 。

广东 —澳大利亚新州第 ２１届经济联合会议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枟关于请科

技厅组织企业出访澳大利亚参加广东 ———新州联

合经济会议的函枠 ，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与

地区发展部门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委员会的邀请 ，

中心配合科技厅组织了省内高校 、科研机构共 ２６

家单位的 ３８人参加此次会议 。此次年会为双方

政府 、企业 、科技 、教育部门之间搭建了一个建

立联系 、探讨合作的平台 ，也是实施国家 “走出

去” 发展战略的一次良好契机 。参会单位精心挑

选了本单位 、本地区 ２ — ３个项目 ，赴会进行交

流与洽谈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科技会展工作】 　 ２００６年 ，中心组织主办的专

业科技展览会共 １１ 个 ，举办技术研讨会共 ８６

场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共计６ ７５０人次 。同时 ，中

心组织的主要展览会经济效益保持持续增长的势

头 ，收入总额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２００６年举办的科技展会有 ： “２００６华南国际

口腔医疗器材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 “２００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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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国际口腔保健品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 国际分析测试仪器暨生物技

术展览会”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 国际质量控制与

计量测试仪器设备展览会”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

国际自动识别与 RFID展览会” “２００６中国 （广

州） 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２００６中

国 （广州） 国际零售设备技术与商业设备展览

会”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 国际专业音响 、灯光展

暨国际乐器展”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 国际信息安

全技术高峰论坛暨产品展览会” 等 。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进展

广东省科技厅作为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

席会议的秘书长单位 ，根据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

合作协议枠 要求 ，２００６年 ，积极实施 枟泛珠三角

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在推

进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中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十一五” 专项规

划枠 的专项实施】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资源情况调查 　科技资源

状况是进行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的重要基础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专门制定了开展泛珠三角区域科

技资源情况联合调查的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 。从

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经费资源 、科技机构 、高等

院校 、科研条件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政

策法规和科技合作需求项目等八大方面开展调

查 。至 ２００６年底已经完成了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

技资源联合调查数据汇编枠 ，争取于 ２００７年初形

成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资源数据枠 枟泛珠三角区

域科技资源研究报告枠 和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

作指南枠 等研究成果 ，并集结成册出版 。

环保型汽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专项 　泛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汽车产业较为集中 、汽车用量

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 ，同时也是石油资源严重紧

缺的区域 ，开展新型汽车的研发与产业化是当务

之急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厅已编制出工作方

案 ，建议将合作开发的重点放在电动汽车上 。在

泛珠区域合作开发各种类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

关键零部件 ，并逐步建立产业化生产基地 ；合作

开发各种类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并逐步建立产

业化生产基地 ；建立广泛应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的示范城市 ；合作建立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 、同

国际接轨的国家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测试基

地 。在工作方案的基础上 ，至 ２００６年底已收集

泛珠区域有条件 、有兴趣的相关企业 、高校和科

研院所 ，制定出合作研制和生产先进型纯电动轿

车 、合作开发和生产混合动力客车 、合作建设国

家电动汽车测试基地 、合作开展经济实用型纯电

动出租车的营运示范 、合作开发纯电动大客车五

项具体的实施方案 。

“网上技术市场和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建设

　 　泛珠三角区域地理环境优越 ，投资政策宽松 ，

是我国最适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地区之一 ，但

企业的高速度成长和融资渠道的相对缺乏已经成

为制约该地区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的主要瓶颈和

最大障碍 。参照全国其他地区已有模式 ，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网上技术市场和技术产

权交易中心正是解决这一尖锐矛盾的重要措施 。

广东省科技厅制订的合作共建 “网上技术市

场和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的工作方案以中国 （华

南） 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为基础 ，按技术产权

特点 ，通过政府引导 ，进行资源整合 、规范交易

制度和实行政策扶持 ，逐步建立起市场化 、规范

化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 。争取将该中心建设成为

以技术产权交易为核心的 ，集交易 、融资 、信息

交流 、咨询服务 、交流沟通和资源整合为一体的

泛珠地区科技创业综合商务平台 。

【泛珠合作平台建设】 　

“泛珠” 项目合作平台建设 　 从 ２００３ 年开

始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直接指导下 ，省科技

厅 、省经贸委 、省信息产业厅共同组织实施关键

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２００４年联合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共同开展关键领域项目联合攻关工作 ；

２００５年 ，深圳市政府也自筹资金参与到关键领域

重点突破项目联合行动中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

重点突破项目招标经过粤港双方共同商定 ，两地

共投入 ８畅２亿元选择在信息与通讯 、精密制造技

术及产品 、新材料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新能源与

资源环保 、现代农业等 ６个领域开展联合招标 。

在此基础上 ，广东省科技厅积极建议开展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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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区域科技项目联合招标工作 。联合招标主

要面向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重点需

求 ，发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先导和支撑作

用 ，围绕区域高新技术产业 、支柱产业 、潜力产

业的重点领域 ，以共性技术 、实用技术科技攻关

为切入点 ，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选择

具有一定优势和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

用的技术领域 ，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 ，有目的 、

有重点地组织力量进行科技攻关 ，实现重点突

破 ，带动区域产业跨越式发展 。广东省科技厅已

草拟了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项目联合招标工作方

案 （讨论稿）枠 ，并发到泛珠各省征求意见 。

“泛珠” 条件平台建设 　 为贯彻落实 枟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枠 枟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纲要枠 及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十一

五” 专项规划枠 精神 ，按照科技部 ３ 月 １１ 日在

上海召开的 “全国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建设

研讨会” 的部署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０日 ， “泛珠三角

四省 （区）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平台协调会”

在广州召开 。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四个省

（区） 参与了这项工作 。

会议就泛珠区域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平台

建设工作进行了研讨 ，四省 （区） 在充分发挥区

域内已有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作用的基础

上 ，由广东省牵头建设 ，加强交流与合作 ，建立

大型科学仪器资源跨省 （区） 共享的运行机制 ，

建设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享平台 ，以推

进区域内大型科学仪器 、设备 、设施的建设与共

享 ，提高仪器设施的综合利用效益 ，为区域自主

创新提供有效支撑 。

会议形成了相关决议 ，包括 ：尽快签订 枟泛

珠三角四省 （区）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平台协

议书枠 ，通过 枟泛珠三角四省 （区） 大型科学仪

器协作共享平台实施方案枠 ；协议签订后 ，全面

启动泛珠三角四省 （区）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

平台建设工作 ；设立区域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享

平台建设启动资金等 。

农业产业合作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１４日 ，

广东省科技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在广

西梧州市召开星火产业带建设研讨会 。会上 ，两

省 （区） 科技厅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从 ２００６ 年

起合作建设 “广东广西西江流域林产化工星火

技术产业带” 和 “广东广西沿海水产星火技术

产业带” 。

西江流域林产化工星火技术产业带选择广东

的肇庆市 、云浮市和茂名市 ，广西的梧州市 、贺

州市 、贵港市和玉林市建设 ；沿海水产星火技术

产业带选择广东的湛江市 、茂名市和阳江市 ，广

西的北海市 、钦州市和防城港市建设 。这两项合

作旨在整合两省 （区） 资源 ，发挥区域产业特色

和区域经济优势 ，充分利用星火技术的集聚和扩

散效应 ，促进科技与经济共同发展 。这是一种

“泛珠” 合作的崭新模式 。

【 “泛珠” 科技交流活动】 　

泛珠经贸洽谈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６ — ９日 ，第三

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

举行 ，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省教育厅联合组成广

东省经贸合作代表团科教分团参加了该洽谈会 。

科教分团组织了省农科院 、省有色金属研究院 、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的科技成果参

展 ，共签定合作项目 １６个 ，投资金额约 ８８０ 万

元 。除了参会外 ，省科技厅组织了华南理工大学 、

暨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中医药大学等与云南

省科技厅省地院校合作处进行交流和洽谈 ，共同

探讨利用各自的优势 ，共同承担科技合作项目 。

２００６ （第四届） 泛珠三角集成电路业联谊暨

市场推介会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１日 ，２００６ （第四届）

泛珠三角集成电路业联谊暨市场推介会在深圳召

开 。此次会议由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

地主办 ，国家其他 ７ 个产业化基地 （上海 、北

京 、无锡 、杭州 、西安 、成都） 和香港科技园协

办 。推介会上 ，来自国家 ８６３专家组和清华大学

的专家以及 TCL 、同洲电子 、中兴微电子 、台积

电等企业的负责人 ，就 IC设计的创新 、 IC设计
与制造的合作 、全球 IC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等
话题进行演讲和探讨 。

琼粤科技合作论坛 　 １２月 ２日 ，为推动和加

强琼粤两地科技合作与交流 ，促进两地科技 、经

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落实广东省科技厅与海南省

科技厅共同签署的 枟关于加强粤琼科技合作的协

议枠 ，广东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在海南省海

口市共同组织了琼粤科技合作论坛 。

在论坛上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科技合作协

议 ，包括 ：海南省科技厅与广东省科学院签署科

９３２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技合作备忘录 ，与华南理工大学签订科技合作协

议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与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签

订 枟蜜蜂科研合作协议枠 ；文昌市科技与信息产

业局与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利

用昆虫来养殖文昌鸡 。

在合作论坛上 ，双方讨论了琼粤科技合作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 ，探讨了两地科技合作模式以及

对未来合作的展望 。两地建议 ：今后要进一步加

强粤琼两地的科技合作 ，在推进粤琼高新技术产

业的转移和发展上 ，抓好落实与对接 ；在热带高

效农业 、海洋养殖 、生物医药 、信息产业 、可再

生能源 、生态旅游等方面 ，组织联合科技攻关 ；

加强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的合作研究 ；加强智力合

作 ，相互交流和培训科技人员 。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关春华）

０４２ 科技发展资源 、环境和条件



科协 、科技社团
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科协 、科技社团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协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 ，

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大局 ，积极做好为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为广大科技工作

者服务和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的工

作 ，加强科协自身建设和加快科协事业发展 ，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并取得新进展 。

【排头兵实践活动】 　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和要

求 ，省科协认真组织开展以 “三个走在前面” 为

主题的排头兵实践活动 ，进一步巩固先进性教育

活动的成果 。省科协领导带领工作组深入河源 、

韶关 、从化 、东莞 、珠海等地农村 ，就科协在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社区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科协如何做好 “三个服务一个加强” 的工作

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推动科协体制机制进一步

创新 ，推动服务型机关建设迈上新台阶 ，进一步

建立和完善科协工作新体系 ，创新科协工作指导

原则和工作方法 ，提高科协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协

调发展服务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和为提高全

民族科学素质服务的能力 。

【送科技下乡活动】 　认真贯彻广东省委 、省政

府 枟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枠 ，积

极开展 “万名专家进千村” 、送科技下乡等活动 。

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党员 、基层干部实用技术培

训工作 ；组建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 ，成员 ３００多

人 。组织编印 ２００项农村急需适用的科技致富项

目 ，编制农业科技专家服务指南 ，发放到全省各

地 。组织 １００多名专家深入各地农村开展科技帮

扶活动 ，以 “村会协作” “项目合作” “示范推

广” 等多种形式 ，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 ，提高

农民综合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 。广东省科协开展

农村党员科技示范户活动 ，带动农民科技致富的

经验和做法 ，得到省委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的充分肯定 。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工作】 　认真做好第八届广

东省丁颖科技奖的评选和表彰工作 ，经各级推

荐 ，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 ，本届丁颖科技奖共评

选出 ２２名获奖者 。同时 ，认真做好全国科协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推荐工作 ，广东

省有一个先进集体和 ３名先进个人获得中国科协

的表彰 。认真做好全国科技创新研究群体的推荐

工作 。

继续做好 “四个中心” 的服务工作 。重点抓

好在粤工作院士的联络服务工作 ，加强与中青年

科学家的联系 ，进一步完善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

工作机制 。 ２００６年组织在粤工作的院士到湛江等

地休养考察 ，组织广东 、山东两地的中青年科技

专家开展交流活动等 。

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的组织网

络 ，健全调查工作制度 。

【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 ，广东科协论坛共举

办了 ７场专题报告会 ，受到省科协委员 ，省级学

会负责人 ，地级以上市科协主席 ，高等院校 、科

研院所等单位的重点学科带头人和科技工作者的

欢迎 ，前来参加论坛活动的人员十分踊跃 。论坛

活动在全省科技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广东省科协与有关省级学会 、地市科协和有

关单位 ，２００６年共组织了 ９期院士讲坛活动 ，受

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好评 。

【科普工作】 　

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省科技进步活动月活动

按照广东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 ，省科协与省

３４２科协 、科技社团



委宣传部 、省科技厅对全省的活动进行统一部

署 ，围绕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主题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 、社会性的科

普活动 。省科协重点抓好三项活动 ：一是与省直

机关工委等单位 ，邀请中央党校的教授为省直机

关干部作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专题报告 ；二是先后

与省科技厅 、省农科院 、高要市政府 、东源市政

府等单位举办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大型科

普集市” 活动 ，共组织了 ２００多名科技工作者深

入农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

服务 ，受益群众３０ ０００多人 ；三是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 “建设创建型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 “人与自然和谐” “艾

滋病防治” 等大型科普图片巡回展览 。

科普示范 、典型推广工作 　先后召开科普示

范县 （区） 创建工作 、科普教育基地工作 、科普

画廊建设工作现场会和座谈会 ，总结推广深圳

“特区科普” 、广州 “宅区会所科普” 和东莞 “乡

村城市化科普” 以及高要 、信宜和东源等地开展

农村科普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继续推进全国科普

示范县 （区） 的创建工作 ，广东省有 ９ 个县

（区） 被中国科协批准为第三批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 创建单位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省共有 ２０个

县 （区） 被确定为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

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成功举办第二十一届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本届大赛由省科

协 、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 、惠州市人民政府联合

举办 。大赛共征集到全省各市推选的参赛项目

１０１６项 ，经专家评审 ，共有 ３５２项科技创新成果

竞赛项目获奖 ，评选出 １６项优秀项目代表广东

参加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组织

开展第六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 ，选送

优秀项目参加第五十七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

学大奖赛并取得好成绩 。

【科技合作与交流】 　继续加强与港澳台及国际

民间科技团体的合作交流 。先后接待了澳门工程

师学会 、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 、越南科学技术

联合会等科技团体的代表团 ，在多个领域开展科

技交流与合作 。与澳门工程师学会 、香港工程师

学会举办第三届粤港澳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围绕

泛珠三角城市持续发展的主题 ，组织三地科技工

作者进行研讨 。

【省级学会改革与发展】 　深入开展学会改革的

调研 ，加强与中国科协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联

系 ，广泛征求学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起

草了 枟省科协所属科技社团改革发展的意见枠 。

【科协事业单位的改革与发展】 　广东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改制后 ，加快学院的基本建设 ，加强学

科建设 ，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 。广东科学馆改造

工程完成了工程施工招标 、电梯招标 、空调招标

和智能化系统的招标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４月正式开

工 。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省科普信息中心和广

东科技报社等单位的工作也取得了新的发展 。

【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枠 贯彻实施】 　

２００６年 ２月 ，国务院颁布了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枠 （以下简称 枟纲要枠）。按照省政府的

要求 ，省科协积极做好广东省贯彻实施 枟纲要枠

的有关调研 、组织 、协调工作 ，向省政府提出了

贯彻实施 枟纲要枠 的工作建议 。同时 ，向全省科

协提出了学习贯彻实施 枟纲要枠 的工作要求 ，组

织全省各级科协的干部群众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认

真学习 枟纲要枠 精神 ，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贯彻

实施 枟纲要枠 是今后一个时期科协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 ，要认真配合各级政府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科 技 社 团

【省级学会组织建设】 　定期召开省级学会秘书

长工作会议 ，汤世华副主席作 ２００５年学会工作

总结 ，吴焕泉副主席作了题为 “学习贯彻 枟全民

科学素质计划纲要枠 ，努力开创学会科普工作新

局面” 的报告 。会议传达了全国地方科协学会工

作座谈会精神 ，为广东省生态学会等 １６个省级

学会颁发了由中国科协评选的 ２００５ 年度省级

“学会之星” 证书 。

加强与中国科协 、有关管理职能部门 ，特别

是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沟通和联系 ，广泛征求意

见和建议 。在调研基础上 ，起草 枟省科协所属科

技社团改革发展的意见枠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 ，以改革为动力 ，以创新为核心 ，以发展为第

４４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一要务 ，稳步推进省级科技社团的改革 。多个学

会提出了改革方案和思路 。如护理学会 、水利学

会等开展了科技进步奖评比 ，电梯学会与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提出 “院会合作” 的设想和方案 ，

自动化学会与香港有关团体建立技术资格下互认

机制等 。

积极加强所属科技社团的规范管理 ，有 １００

多个学会按时年检 ，造纸学会等 ２０多个省级学

会开展换届工作 ，加强团体的自律与诚信管理 ，

开展自律与诚信活动 。对所属团体设立奖励情况

进行调研 ，研究团体设立表彰项目的管理办法 ，

促进学会按章办会 ，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 。

承办中国科协主办的召开继续教育工作座谈

会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近 ２００名全国性学会秘书长 、

各省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科协领导和部门负责

人在广州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 ，中国科协书记

处书记冯长根作了重要讲话 ，全面总结了中国科

协系统近年来继续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 ，深刻分

析了当前继续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 ，明确提

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协系统及所属团体 、

有关单位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求和任

务 。中华医学会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 ９个

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继续教育工作的体会和

经验 。会议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会议期间还套开

了中国科协学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 。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履行桥梁 、纽带职责 ，

将科协建设成科技工作者之家 。围绕党政工作大

局 ，切实做好 “三个服务” 。增强为科技工作者

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 。

为贯彻广东省科技 、教育 、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 ，落实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有关加强高层次科

技人才的交流与联系的要求 ，促进人才成长 ，广

东省委组织部 、省人事厅 、省科协组织本省部分

优秀科技专家赴山东交流和考察 。专家团主要由

广东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 、广东省丁颖科技奖获得者 、广东省首批新世

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组成 。广东优

秀科技专家团一行 ２４人赴山东考察期间 ，与山

东省委组织部 、省人事厅 、省科协以自主创新与

科技人才成长为主题 ，围绕加强两地交流与合作 ，

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促进科技人才成长方面

的内容 ，共同举办了鲁粤优秀科技专家座谈会 。

积极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的组织

网络 ，健全调查工作制度 ，努力形成调查工作的

长效机制 。省科协与有关单位共建立了以华南理

工大学 、韶关钢铁股份公司科协 、广州市科协 、

汕头市科协 、信宜市科协为主要调查站点的科技

工作者调查网络 ，并制定了相关的工作制度和目

标责任制 。 ２００６年 ，完成了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

工作及报告 ，向中国科协提出了 ５份科技工作者

调查建议 。

继续做好科技工作者法律服务中心的工作 ，

积极为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 ，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 ２００６年共有 ２３人次通过电话 、网站 、来访

进行有关的咨询 。完善中心的管理制度 ，在来访

接待 、咨询事项登记及备案 、向有关部门反映及

反馈等方面加强管理 。在认真接待科技工作者的

同时 ，法律顾问及工作人员重点为两位科技工作

者提供法律技术咨询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学 术 交 流

【国内主要学术交流活动】 　

广东科协论坛 　发挥科协组织知识密集 、人

才荟萃的优势 ，依托省直有关部门 、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 ，精心组织广东科协论坛 。 ３月 １４日 ，

广东科协论坛第五场专题报告会 （２００６年首场专

题报告会） 在广东大厦国际会议厅举行 。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作 “怎样

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 的专题报告 ，国内数十家

新闻传媒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报道 。报告会后 ，

杨振宁教授与省科协副主席及有关大学校长就广

东如何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座谈 。

４月 １４日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承办的广东科协论坛第六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

大厦国际会议厅举行 。中国探月首席科学家 、中

国科学院欧阳自远院士作 “空间探测的进展与我

国的月球探测” 的专题报告 。

５月 １５日 ，由南方医科大学承办的广东科协

论坛第七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大厦国际会议厅举

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研究员作题为 “鼻咽

５４２科协 、科技社团



癌的早期诊断 、病因和预防” 的专题报告 。

７月 １０日 ，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承办的广

东科协论坛第八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大厦国际会

议厅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翔龙作 “海洋开发

在海洋经济发展和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中的作用”

的专题报告 。报告会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

长王名文主持 。

９月 ２６日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承办的广东科

协论坛第九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大厦国际会议厅

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翼作 “传统医药实践

的多元模式” 的专题报告 。

１０月 ３０日 ，由广东省农科院承办的广东科

协论坛第十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大厦国际会议厅

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研究员作 “食品安

全 ———现状与形势” 。

１１月 １６日 ，第四届广东省科协学术活动周

开幕式暨广东科协论坛第十一场专题报告会在中

共广东省委党校举行 。国家科技部党组成员 、纪

检组长吴忠泽同志作题为 “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和促进自主创新政策” 的专题报告 。该

期论坛由省科协与广东省科技厅共同主办 。

３月 ２６日 ，在广州举办了广东科协论坛首届

专题研讨会 ———第一届广东海事高级论坛 。论坛

的主题是海事与广东经济发展 。广东海事领域专

家学者 ２００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收到会议论文

１８０多篇 。会后在形成有关海事工作更好地为广

东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建议报告 ，为有关部门决

策提供参考 。

第四届广东省科协学术活动周活动 　活动周

于 １１月 １３― １７日在广东全省范围内举行 ，其主

题是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广东” 。

１１月 １６日与省科技厅共同举办活动开幕式 ，由

国家科技部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吴忠泽同志作专

题报告 。省科协所属 ４５个省级学会及汕头市科

协 、佛山市科协 、 梅州市科协 、 惠州市科协 、

中山市科协 、阳江市科协 、湛江市科协 、 肇庆

市科协和潮州市科协围绕活动主题上报并组织

开展百场学术交流活动 ，参加的科技工作者达

数万人次 。

珠海市第四届学术活动周同期顺利举行 ，并

取得圆满成功 。学术活动周设 １个主会场 、 ３１个

分会场 ，共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 、讲座等科技活

动 ３５场 ，参加活动的科技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

近３ ０００人次 ，共有 ２０个学会举办了活动 。学术

活动周已成为珠海市科协学术交流活动的品牌 。

本届活动周的活动主题突出 ，上下联动 ，广

泛参与 ，力求实效 ，其规模 、影响 、作用为历年

之最 。

２００６中国热带花卉产业发展论坛 　 １２ 月

７― ９日 ，湛江市成功举办 ２００６中国热带花卉产

业发展论坛 。论坛由湛江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科

协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共同主办 ，湛江市科协 、

湛江市花卉协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和国家林业局南方林木种苗示范基地

具体承办 。该论坛主题从资源 、市场 、技术和政

策四个方面 ，就我国热带花卉产业发展的现状 、

问题和对策开展广泛研讨 ，共同探讨建设我国花

卉特色产业的目标 、任务和措施 。卢钟鹤主席出

席了会议 ，梁明书记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词 。

【民间国际学术交流和与港澳台的主要科技交流

活动】 　

第三届粤港澳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１１ 月

２３―２６日 ，由澳门工程师学会 、广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和香港工程师学会主办 ，泛珠三角区域各

省 （区） 科协协办的 “第三届粤港澳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 ———泛珠三角城市的持续发展” 分别在澳

门 （２３― ２４日）、香港 （２５日） 和广东 （２６日）

成功举办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总署建筑

师 、澳门高等校际学院客座教授 Francisco Vizeu
Pinheriro做题为 Urban De f ragmentation and In‐
f rastructure Role o f Open Public Spaces in the Cit‐
y H istorical Center （Case o f Macao’ s Urban Re‐
habilitation） 的大会主题报告 ；广东省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国土厅原厅

长 、省环保局原局长） 袁征先生作 “循环经济 ：

‘十一五’ 时期广东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选择” 的

大会主题报告 ，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 、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潘乐陶工程

师作题为 Synopsis Energy Policies For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的大会主题报告 ；出席会议的

粤港澳专家 、学者共 １００多人 ，收集了论文共 ５６

篇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泛珠三角城市环保的相

互持续发展 ，并就基建规划 、优质生活 、水资

源 、能源 、大气污染等五方面作了重点探讨 。会

议安排了 ２３篇论文作会议交流专题报告 ，在与

６４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会者中引起热烈的互动 。

国际大陆火山作用学术研讨会 （IAVCEI
２００６） 　该研讨会由国际火山学会和地球内部化

学协会 （IAVCEI ） 发起 ，由中国科学院 、广州

市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广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共同主办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

IAVCEI 中国国家委员会共同承办 ，于 ５月 １４―

１８日在广州市白天鹅宾馆举行 。出席研讨会的有

来自 ２８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００ 多名代表 ，其中 ，

国外代表 ８０人 ，台湾和香港地区代表 ６人 ，来

自内地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代表 ７８人以及研

究生 ５０多人 。大会为期 ４天 ，有 １场大会报告 ，

９个专题学术研讨会 。与会代表中有很多国际著

名学者 ，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McKenzie教授 ，

IAVCEI 主席 Navon教授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O’ Reilly 教授 ，中科院院士涂光炽 、 殷鸿福 、

刘嘉麒等贵宾和 １２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

１０位中科院 “百人计划” 入选者和 ３位 “长江学

者” 等 ，显示了此次会议的高学术水准 。大会共

收到投稿 ２０１篇 ，实际参会报告 １７８篇 ，其中口

头报告 １２３篇 ，展板 ５５篇 。

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科技团体合作第三次联

席会议 　 １１月 ２８― ３０日 ，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

科技团体合作第三次联席会议在云南召开 。参加

会议的有云南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

西 、海南 、四川 、贵州等省 （区） 科协领导 ，香

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代表及各成员单位联络员等

共 ２１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通报第二次联席

会议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 ，提出 ２００７年的工作

设想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就泛珠三角区域科协

和科技团体下一步的合作提出意见建议 。

澳门工程师学会代表团访问广东 　应省科协

邀请 ，澳门工程师学会代表团一行 ２５人于 ４月

２９日访问广东 。代表团在广州市地铁总公司的安

排下 ，实地参观考察了广州地铁 ，听取了介绍 。

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代表团来访 　 ４月 ３０

日 ，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代表团一行 ３０人首

次访问省科协 。在座谈会上 ，澳门代表团团长陈

满祥理事长介绍了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的情况

和在与中国内地交流等方面做的工作以及与省科

协交流合作的意想 ，省科协汤世华副主席介绍了

省科协的情况 ，双方探讨了开展科技交流合作的

途径和可能性 。

越南科技代表团访问广东 　 ３月 ９日 ，受中

国科协委托 ，省科协接待了以越南国家科学技术

联合会副主席 Nguyen Huu Tang 为团长的越南科
学技术联合会代表团一行 ，双方探讨了开展科技

交流合作的途径和可能性 。期间 ，代表团参观访

问了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７４２科协 、科技社团



科 普 工 作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各级科协按照 枟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枠 的要求 ，深入贯彻实施国

务院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枠 ，积极开展群众性 、社会性 、经常

性科普工作 。科普网络进一步健全 ，至 ２００６年 ，

有２ ３８７个科技团体设有科普工作委员会 ，建立乡

镇 （街道） 科普协会１ ３７５个 ，社区科协１ ８０６个 、

企业科协 ２０６个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２ ０７４个 。科

普队伍进一步扩大 ： ２００６ 年 ，科普从业人员

９ ９２９人 ，科普志愿者队伍 ２４５支 ，在册科普志愿

者３２ ９２６人 。科普阵地进一步增加 ，２００６年 ，全

省新增科普 （科技） 场馆 ６２ 个 ，乡村 （街道）

科普室 （站） ５ ０００个 ，青少年科技工作室 ４２１

个 ，科普教育 （示范） 基地 ６０８个 ，农村科普示

范基地１ ０４４个 ；新建标准科普画廊１ ２５０个 ，总

长度７ ５００米 ；新增加 “科普影视文化广场” １１

个 ，“科普大篷车” 电视专栏 ５０个 ， “科普之窗”

网站 ４４个 ，科普短信网 ３个 ，科普报刊 １１ 种 。

科普活动进一步增多 ，２００６年 ，全省开展科普宣

传活动１ ９０６场次 ，科技下乡活动３ １８４次 ，组织

动员科技 （科普） 工作者８５ ８７８人次参加科普活

动 ，科普受众达１ ３７３万人次 。科普形式向多样化

发展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普形式多种多样 ，主要

有科普讲座 （报告） 、科技培训 、科普展览 、科

技集市 、科普竞赛 、科普影视文艺演播 、手机科

普短信 、科普电视点播 、科普宣传资料免费发

放 、青少年科技夏 （冬） 令营 、科普旅游等 。

广东省科协科普工作

【实施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枠】 　 ２００６

年 ，省科协为做好贯彻实施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枠 工作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指示精

神 ，深入全省各地调研 ，听取实施意见 ，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 ，向省政府提交调研报告 ，并会同

省编办等部门向省政府提出本省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领导小组的组成部门及人员名单建议 。省政府

根据建议 ，成立了广东省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

组 ，宋海副省长任组长 ，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欧同

志和省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梁明同志担任副组

长 ，省直 １６个相关厅局的负责同志为成员 。领

导小组省科协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由省科协

副主席吴焕泉同志兼任 ，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的相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召开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通过

了 枟广东省实施 枙纲要枛 工作方案枠 和 枟广东省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枠 枟广东省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枠 。

【实施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为贯彻党的十六

届五中全会精神 ，实施 枟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枠 ，提高农民科学素质 ，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科协 、财政部决

定在 “十一五” 期间联合实施 “科普惠农兴村计

划” ，通过 “以点带面 、榜样示范” 的方式 ，在

全国评比 、表彰一批有突出贡献的 、有较强区域

示范作用的 、辐射性强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科

普示范基地 、农村科普带头人 、少数民族科普工

作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省科协 、省财政厅根据

要求 ，制定了 枟广东省实施 “科普惠农兴村计

划” 细则枠 （试行） ，下发了 枟关于组织实施中国

科协 、财政部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的通知枠 。

全省各地方踊跃组织实施 ，共推荐了 ２５个单位

和个人到省科协 、财政厅进行初评 。经中国科

协 、财政部组织专家评定 ，广东省有 ３个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 、 ４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获中国科协 、

财政部 “全国农村科普惠农兴村先进集体” 称

号 ，有 ４个农村科普模范人物获 “农村科普示范

８４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带头人” 称号 ，先进集体分别获中央财政 ２０万

元奖励 ，科普带头人分别获 ５万元奖励 。

【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 工作】 　根据中宣部 、

中国科协等 １７个部委办的部署 ，省科协科普部

结合省委 “十百千万” 干部下基层驻农村工作 ，

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农科院等部门 ，深入开展

“科普快车山区行 ———万名科技专家进千村” 活

动 ，切实为广东省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

保障 。

活动主要以两种形式开展 ：一是专题分散

型 。省科协根据各地的科技需求 ，组织农业科技

服务分队深入到 ２０多个山区市县 １００多个村镇 ，

深入田间地头 ，对农业生产进行科技培训指导 ，

共推介科技项目及信息 ２００多项次 ，５０多个村委

会与专家结成科技帮扶关系 。二是综合集中型 。

２００６年冬 ，省科协组织科研 、卫生 、宣传 、农

业 、演艺等战线 １５０多名科普志愿者组成车队奔

赴粤西山区市县 ，为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

展科技服务活动 。活动设 “农科专家大院” “乡

村科普画廊” “流动科技馆 ———科普大篷车” 和

“科技挥春台” 等八大活动项目 ，通过举办科技

培训 、科技集市 、科普剧演出 、医疗义诊 、科技

咨询 、科普展览 、科普影视和派送科技资料 、种

子农资等 ，行程千里 ，受益群众达 １０多万人 。

【厂（村）会协作项目实施】 　 ２００６年 ，科普部深

入推进实施厂 （村） 会协作项目 ，促进技术与经

济的有机结合 。 ２００６年 ，共支持厂 （村） 会协作

项目 ３５个 。

【第三批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 、区） 创建单位初

检】 　为迎接 ２００７年中国科协对第三批全国科

普示范县 （市 、区） 创建单位进行检查验收 ，科

普部组织专家按照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 、区） 创

建标准 ，对信宜市等 ８个第三批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 、区） 创建单位进行初检 。

【全国科技活动周 、全省 “科技进步活动月” 活

动】 　按照中宣部 、科技部 、 中国科协 “全国

科技活动周” 和省委 、省政府 “科技进步活动

月” 的部署 ，省科协围绕 “建设创新型广东”

主题 ，于 ５月中旬至 ６月中旬 ，组织科技下乡 、

科普进社区 、科普挂图巡展 、科普报告 、科普

旅游 、科普文艺演出 、 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 。

期间 ，共举办全省性科技活动 ２５场 ，各地举办

各类型的科普活动 ３００ 多场 ，参与群众达 ４５０

多万人次 。

【全国科普日活动】 　 根据中国科协的部署 ，省

科协积极动员组织各级科协及所属科技团体 ，联

合社会有关部门 ，于 ９月下旬开展以 “建设节约

型社会 ———你我共同参与” 的科普宣传活动 。据

统计 ，全国科普日期间 ，共组织动员了 １１５０个

科技团体 、 ２５ ０８６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组织科普

宣传活动 ４９８场 ，送科技下乡活动 ３６０次 ， ２５８

万群众参与了活动 。

【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管理】 　为调动社会力量开

展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加强科普阵地建设 ，推动

科普事业发展 ，经省科协常委会审议 ，出台了

枟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试行）枠 （下称

枟办法枠） 。 枟办法枠 的出台 ，使科普教育基地的申

报和管理更加规范 。在 枟办法枠 的指导下 ，２００６

年发展了湛江三岭山森林公园 、东莞科技博物馆

等 １１个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

【科普资料编印】 　 ２００６ 年 ，省科协先后印制

枟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枠 等科普挂图 １２种６ ０００

套 ，枟节约能源 　预防疾病枠 影碟１ ５００套 ， 枟农村

科技致富项目 ２００项枠 ６ ０００册 ， 枟农村科技服务

团专家指南枠 ６ ０００册 ， 枟节能在我身边枠 等大型

科普图片 ３套 、 ５００块展板 ，供各地城乡宣传展

览 、巡展 、巡影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

２００６年是广东科学中心建设工作全面深入实

施的一年 。一年来 ，建筑工程深入推进 ，逐步进

入攻坚和收尾阶段 ；展项工程完成了深化设计工

作 ，进入展项制作和布展工程实施阶段 ；综合管

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 ；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前期开展的工

９４２科 普 工 作



作陆续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开馆后的顺利运营打

下了良好基础 。

【建筑工程建设】 　

工程招标 　 ２００６年 ，先后组织完成了主楼屋

面系统工程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主楼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 、学术交流中心工程 、供配电工程 、

室外配套设施工程的招标工作 。

建筑主体工程 、附属工程及展项基础工程施

工 　 ２００６年 ，土建工程 、钢结构工程已基本完

成 ，幕墙工程一标段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７８％ ，幕墙工程二标段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９５％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７０％ ，消防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８０％ ，

屋面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７８％ ，智能化

系统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１５％ ，学术交

流中心工程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２０％ 。室内装修

工程开始 A 区楼梯和 G 区影院室内装修工作 ，

供配电工程的施工单位已进场并开始了准备工

作 。 BP太阳能风帆 、 “连接” 等展项已完成桩基

施工 。

质量保障措施实施 　 ２００６年 ，为确保工程施

工质量 ，开展了钢结构及幕墙抗风柱的焊缝超声

波探伤检测 、涂层厚度检测 、幕墙三性试验 、植

筋与化学锚栓抗拉拔检测 、土方堆载区中间验收

等第三方检测工作 。

在焊缝超声波探伤方面 ，已全部完成钢结构

工厂焊缝检测和施工现场焊缝检测工作 ，累计完

成焊缝检测量约 ２畅２万米 ，检测质量良好 ；完成

C至 G区所有抗风柱焊缝检测工作 ；完成 G区球
幕钢结构焊缝检测工作 ，正进行 A区入口球幕钢
结构焊缝检测工作 。

在涂层厚度检测方面 ，除 A区入口球钢结构
外 ，各区钢结构 、抗风柱涂层检测已全部完成 。

在幕墙三性试验 、土方堆载区中间验收检测方

面 ，已完成所有试验 、检测工作 。完成了 A 、 B 、
C 、 D 、 E 、 F 、 G区共 ４２个沉降观测点六次沉降

观测工作 。

为防止白蚁对建筑的损害 ，按照国家规定开

展了白蚁防治工作 。截至 ２００６年 ，主楼首层及

二层室内墙体处理已完成 ，三至五层室内墙体处

理正在进行中 。地下室其他墙体 、电梯井等部位

的白蚁防治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学术交流中心基

础垫层 、底板水平屏障施工已完成 。

其他工作 　 为了保证科学中心今后拥有安

全 、可靠的冷源供应 ，筹建办组织设计 、空调方

面的专家对自建冷站和采用广州大学城集中供冷

系统的方案进行了反复 、系统的论证 ，决定采用

广州大学城集中供冷系统 ，并与广州大学城指挥

部就供能价格 、技术等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

室内装修工程直接关系到科学中心的对外形

象 ，为保证整个室内装修工程的效果和档次 ，筹

建办办先后组织了 ８次专题会议 ，研究室内装修

工程深化设计方案 ，尤其对室内入口大厅 、商场

和售票中庭 、儿童展厅入口 、科技影院入口 、科

技影院售票大厅 、科技影院等七个关键部位进行

了重点研究 。

建立了建筑 、展项工程协调例会制度 ，安排

专人负责协调工作 ，定期安排各有关人员进行技

术协调 。多次组织建筑设计院 、展项设计单位 、

展项承建商 、展项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会和技术交流会 ，使建筑 、展项单位互相了解 、

直接交流 ，及时解决了工作中存在或需要配合解

决的问题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展项工程临设 “三

通一平” 、临水临电接驳和 C至 F区场地移交等
前期工作已完成 ，展项布展施工单位已进场 。

【展项工程管理】 　 ２００６年 ，展项工程建设进入

深化设计及展品制作阶段 。为了更好地贯彻广东

科学中心的教育理念和主题思想 ，筹建办坚持

“以我为主” 的建设思想 ，充分吸取国内外同行

的建设经验 ，结合岭南文化特色 ，完成了展项深

化设计工作 。展项建设已经进入展品制造及布展

施工阶段 ，为 ２００７年全面完成展项建设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

展项工程管理模式调整 　随着建设的深入 ，

展项工程由规划设计进入深化设计与实施阶段 ，

筹建办及时调整了展项工程管理模式 ，将监理 、

业主两套人马融为一体 ，实现了优势互补 ，使管

理指挥更加协调统一 。

展项采购 　 为了使每个展馆均有 “亮点” 、

有 “看点” ，经认真研究 ，筹建办从 ８个展馆的

展项中选取了 １４个设计难度较大 、技术较复杂 、

投资较高的展项作为重点展项 ，以竞争性谈判方

式面向全国采购 。此次采购共收到来自全国 ３１

家单位的 ７９个方案 。筹建办根据采购程序 ，组

０５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织科技馆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评审 ，每个重点展项

分别评选出前三名 ，共评选出 ４１个方案进入谈

判阶段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各重点展项承建单位已

完成了深化设计工作 ，进入制造阶段 。

此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东科学中心的科普

教育内涵和特色 ，结合室外环境建设 ，筹建办开

展了科学广场室外展示内容的规划设计和展项的

采购工作 。经过多轮讨论 ，从国内外 １０多家著

名的科技馆的经典展项中筛选出 ３２个展项 ，内

容涉及视错觉 、机械物理 、声学 、光学 、水 、数

学类等多个领域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已完成了竞争

性谈判工作 ，确定了承建商 。

展项 、布展深化设计 　 ２００６年 ８月 ，历经近

８个月的展项 、布展深化设计工作顺利完成 。筹

建办严格执行进度计划 ，按照展项工程建设中根

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补充 、调整展项内容 。为了进

一步补充完善展示设计成果 ，同时扩大科学中心

在国内的影响 ，筹建办面向全社会定向征集 ８个

展馆的原创性展项 ，共征集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３２个

原创性展项 ，经过评审评选出前 ３５名获奖展项 。

为了便于展项设备开馆后的维护 、保养 ，降

低科学中心的运营成本 ，根据国内科技馆的建设

经验 ，筹建办对展馆中共性的设备 、材料品牌进

行了归类 、总结和整理 ，并先后发布了 枟广东科

学中心展项工程控制性设备品牌目录枠 、 枟广东科

学中心控制性材料目录枠 等文件 ，要求承建商在

规定范围内进行采购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展项

质量 。

成果审查 、预算审核 　根据总控计划时间节

点 ，在深化设计单位陆续提交深化设计成果后 ，

筹建办组织展项监理 、建筑设计 、展项布展 、初

步设计公司等单位对各承建商提交的深化设计成

果进行了审查和验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９５％ 的展项

已通过审查并获发合格证书 ，对未通过审查的展

项 ，采取了剥离 、取消等措施 。

为确保实现预算价不超出暂定价的投资控制

目标 ，同时保障承建商的合理利润 ，筹建办对 ８

个展馆 ３２０多个展项和展厅布展工程量及预算价

进行了全面审核 ，并通过技术组审量 、造价组审

价 、内部讨论 、征求承建商意见 、谈判等多个环

节 ，确定了预算价 。

展项制造 、布展现场施工 　展项制造工作已

经全面铺开 ，第一件展品已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底在

珠海制造完成 。布展工程完成了 ８个展馆的管线

敷设施工 、地面砼浇筑 、找平层施工 ，日前已进

入展馆粗装修施工阶段 。

灯光系统 、导览和图文板系统设计 　为尽快

实施灯光系统 、导览系统和图文板系统 ，筹建办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科技馆的建设经

验 ，充分利用专家等社会力量 ，开展灯光系统 、

导览系统和图文板系统的设计工作 。

其他专项工作 　与 BP太阳能公司就 BP太
阳风帆项目的设计要求 、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建

设进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达成了共识 ，太阳风

帆项目基础工程开始施工 。

选择了球幕数字节目的主题 ，初步确定了节

目的剧本 ，完成了 ３ 分钟样片的制作和测试工

作 。样片在深圳青少年宫球幕影院上成功播放 ，

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 。

启动科学中心展项工程科学内容资源库建

设 ，筹建办选定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承担科学中

心一期展示内容数据建设 。计划建设总记录量为

５万― １０万条的数据库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已完成

首批６ ０００条数据的编制工作 。

展项工程规范的编制 　抓紧完成了所有展项

工程规范的编写工作 。通过征求科技馆同行和各

专业人士的意见修改定稿后印发各展项承建商 ，

并着手申报广东省有关本类项目的地方标准 ，并

争取成为国家的规范标准 。

为了加强展示设计中的教育活动内容 ，在展

项深化设计后期 ，经过专家论证 ，广东科学中心

新增了 “开放式实验室” 项目建设 。

为了落实广东省关于数字家庭的实施计划 ，

将技术应用与科普展览相结合 ，筹建办与广东数

字家庭体验中心合作在科学中心建设数字家庭体

验展览馆并进行了立项准备工作 。

【加快运营管理策划筹备工作】 　广东科学中心将

于 ２００７年建成试运行 ，为做好开馆前的准备工作 ，

以及为开馆后的运营管理打下良好基础 ，筹建办在

原有工作基础上 ，加快了运营管理策划筹备工作 。

开馆活动策划 　开展开馆筹划工作 ，成立了

开馆工作办公室 ，制订了开馆工作计划 ，安排了

专人进行负责 ，并拟订了多个开馆活动方案 。

运营管理前期工作 　筹建办完成了 枟广东科

学中心运营管理规划大纲枠 的研究 ，成果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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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科学中心的运营规划工作中 ；启动了科学

中心网站建设 、讲解员培训 、志愿者管理培训研

究等工作 ；对开馆时的通讯 、金融 、餐饮 、商场

服务以及智能化系统 、信息化系统 、票务系统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 。

建筑功能布局和配置规划研究 　为了合理安

排科学中心主楼建筑的功能布局和配置规划 ，满

足开馆后运营管理的需要 ，筹建办专门组织召开

了场馆建设与运营管理研讨会 ，邀请了国外从事

运营 、服务等方面的专家到科学中心工地现场进

行调研 ，听取专家们对科学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建

筑功能布局 、服务配套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调整

完善意见 。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对主楼功能布

局和配置规划进行了调整 ，使之更趋合理 。

根据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的决定精神 ，

筹建办在调研上海 、北京等国内科技馆场馆管理

配置情况的基础上 ，结合 枟广东科学中心运营管

理规划枠 管理架构的研究 ，对行政办公区和学术

交流中心的功能设置进行了调整 ，并提出了物

业 、服务管理等其它功能的配置要求 。

开展形象工程建设 　为树立形象 ，促进科学

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筹建办在建设期就注重科学

中心形象工程的建设 。在完成标志方案确定工作

后 ，为使筹建办人员和建筑 、展项承建单位人员

深入了解标志的内涵和理念 ，在实际工作中统一

标识 ，做好标识的延伸设计和应用 ，筹建办邀请

了标志设计者介绍标志设计理念和推广应用 ，组

织了 VI设计单位和布展设计单位的交底会 。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VI设计已完成 。

此外 ，为真实记录科学中心的建设过程 ，提

升科学中心的形象 ，筹建办继续组织开展艺术摄

影创作活动 ，拍摄了一批高水平 、高质量反映科

学中心建设过程的图片 。同时为系统宣传科学中

心形象 ，正着手对外形象宣传片的制作工作 。

课题研究 　在建设与管理研究课题方面 ，已

确定了建筑 、综合管理子课题承担单位并开始了

研究工作 。展项子课题正按计划进行中 。

在智能化系统研究和开发课题方面 ，建筑智

能化联动控制网络系统设计子课题已完成 ，并完

成了工程招标工作 。项目建设及监察管理信息系

统子课题已完成协作平台建设工作 。服务系统智

能化需求研究子课题已完成初步规划设计工作 。

【计划合同管理和投资控制】 　 针对 “质量 、工

期 、投资” 三大控制目标 ，进一步加强项目计划

合同管理和投资控制工作 。

合同管理 　截至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筹建办累计

签订 ３８７项合同 ，合同金额约 １４畅１５亿元 。

投资控制 　根据项目投资总控计划 ，筹建办

采取 “计划 —实施 —控制 —调整 —再控制” 的动

态 、实时调控手段进行管理 。

建筑工程方面 ，以省发改委审批概算计划为

依据 ，调整各子项工程规模 ，确定各子项工程的

招标范围和经济指标 ，据此指导 、审核各项工程

投资 。

展项工程方面 ，以广东科学中心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批准投资计划作为投资控制依据 ，针对展

项工程特点 ，实施 “合同暂定价 —合同预算价 —

合同结算价” 的投资控制核算体系 ，确保展项工

程资金使用处于有序控制之中 。

此外 ，比照建筑概算和展项投资计划 ，分析

科学中心建设资金分配情况 ，实时编制项目投资

调整分析表 ，不断加强投资控制力度 。

建设资金管理 　为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管理 ，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程序审核工程进度款 、结算

款 ，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签证变更 、材

料替换 、竣工结算等环节 ，实行严格的监理单位

审核 、业务主管部门审核 、省财政厅审核中心审

核等三级审核程序 。 ２００６年 ，筹建办共审核拨付

款项共计人民币约 ３畅２４亿元 。在省人大代表财

经小组组织的建设资金情况检查中得到了肯定 。

项目采购 、招标 　 ２００６年 ，筹建办通过公开

招标 、竞争性谈判 、单一来源采购等不同形式基

本完成了建筑工程的招标工作 ；展项工程招标采

购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

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围绕 ２００７年开馆运行

目标 ，筹建办对项目进度总控计划及时进行动态

调整 ，并据此于 ２００６年 ７月与各主要参建单位

就各工程后续关键节点工期签订了 “７ · １８施工

进度责任状” ，充分发挥了计划指导作用 。

【综合管理工作】 　做好各项行政管理工作 ，保

障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是综合管理工作的中心

任务 。 ２００６年 ，筹建办根据工作需要 ，整理下发

了材料设备看样定板 、资金管理办法 、总控计划

管理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 、展项工程项目管

２５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理模式等多项制度 ，进一步规范了管理工作 。

根据建设工作的需求 ，共录用了 ９名工作人

员 ，并有针对性地对职工进行了安全生产 、展项

制作 、工程保险 、合同管理 、工程造价管理 、竣

工结算 、预防职务犯罪 、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培

训 。完成了 “科学中心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

案” 的编制工作 ，经报 “领导小组” 第五次会议

同意后上报有关部门审批 。启动了物业管理单位

的招标工作 。完成 “运营费用” “七通一平” 费

用测算工作 。

科研工作 　 为了提升科学中心的科技含量 ，

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积极开展科研攻关 ，以科研促

进建设工作 ，以创新提升建设水平 。 ２００６年 ，筹

建办确定了 １１ 项对科学中心项目建设影响较大

的建筑技术 、展示设计技术和运营管理等领域的

项目 ，上报省科技计划立项 。这批科研项目立项

后 ，将为科学中心建设提供新的创新平台 。加强

了前期科研项目的管理 ，对 “数字球幕节目制

作” 等 ４个科研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 。完成了

“广东科学中心土木工程灾害防护研究应用” 课

题 “广东科学中心饱和软土地基预期处理技术研

究与应用” 阶段成果的专家验收工作 。

档案管理 　同时 ，在对展项工程充分研究的

基础上 ，拟订了 枟广东科学中心筹建办公室展项

工程档案编制及移交规定枠 ，为规范展项工程资

料的管理提供了依据 。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０６年 ，筹建办被省

科技厅党组授予 “部门排头兵” ，办党支部作为

省科技厅系统的唯一代表荣获省直机关工委授予

的 “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 ，６名党员和 １名党

务工作者分别获得科技厅直属机关党委授予的

“优秀共产党员” 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 。

（广东省重大项目办公室）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建设

广东省国家级 、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建

设 ，坚持走政府主导 、社会资助 、联合共建的发

展道路 。至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共认定省级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地 ９５家 ，在粤国家级青少年科技教

育基地 ９家 ，合计 １０４家 。

【广东省青少年科普基地的申报命名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４月 ，省科技厅 、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

厅 、省旅游局与省科协五家单位联合下发 枟关于

开展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申报与认定

工作的通知枠 ，共同组织开展第四批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申报与命名工作 。经过严格审

核 ，９月 ，五单位联合决定共同命名广州市舰船

科普基地等 ８家单位为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 （见表 １０ ２ ３ １）。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级 、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科

普设施建设与科普活动项目的申报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６月 ，为支持国家级 、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的建设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组织了该年度国

家级 、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科普项目的申报

工作 ，受理工作在 ７月结束 。经会议讨论 ，８月

底确定 ４７项项目清单并下达任务 。

【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科普检查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４月 ，根据 枟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申报和命名办法枠 的有关规定 ，省科技厅对省级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开展科普工作情况进行了

调查 ，全面掌握了省各基地科普工作的发展现

状 ，为研究今后基地发展方向提供了客观 、科

学依据 。

在按照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申报 、命名的

标准和条件对基地进行检查的过程中 ，省科技厅

政策法规处会同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 、省旅游

局和省科协 ５家单位 ，确认潮州市神奇果园和东

莞市绿色世界旅游区 ２家单位已不符合广东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条件 ，取消其称号和资格 。

【部分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广州水果世界科普基地 　广州水果世界位于

广州市北郊萝岗区九龙镇 ，全园占地面积 １３５公

顷 ，是一个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相结合的绿色 、

生态 、健康 、科普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 。经过近

年来的建设 ，广州水果世界基础设施完善 ，生态

环境日益优化 ，设施初具规模 。目前 ，基地建立

名优水果品种示范园 ８０多公顷 ，收集 、引种了

名优水果品种共 ３９种 ６３属 ３００多个品种品系 、 ３

万多株 ，同时在基地内建立了现代化育苗设施

２２ ３２０平方米和生物技术温室７ ６８０平方米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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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科技的自动微喷和滴灌设施 ；建造２ ８００平方

米综合大楼 ，并在综合大楼内 ，设立了 ６０ 平方

米农业科普展览室 、 １５０平方米科普教室 ；编写

并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９种果树的 枟果树

早结丰产栽培技术枠 系列丛书 ；配备了 １７０厘米

投影幕 、光盘录像机 、数码摄像机 、电脑 、刻录

机 、多媒体投影仪等一批科教设备 。全园按照品

种的分类和生态习性建成了荔枝园 、龙眼园 、芒

果园 、杨桃园 、番荔枝园 、番石榴园 、黄皮园 、

火龙果园 。

２００４年 ，广州水果世界建设了占地３ ０００平

方米的全国首个岭南水果科普中心 。水果科普中

心内设有水果科普展示 、学术交流 、宣传教育功

能三个展厅 。其展示内容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 ，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寓教于展 、通俗易懂 。

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 ，结合基地的情况 ，购

置安装了触摸查询一体机 ３台及配套设备 。触摸

查询一体机设立了 ６大主栏目 ，下设 ２５个子栏

目 ，内容包括水果概论 、生物克隆技术 、植物进

化到果树繁殖 、栽培管理技术 、保鲜加工 、病虫

害防治 、气候测报等 。基地还建设了具有独立域

名的 “广州水果世界” 科普网站 ，与中央电视台

（CCTV‐７） 合作 ，拍摄了题为 枟岭南佳果 ，四季

飘香枠 专题片 ，专门介绍岭南水果文化及水果健

康知识 。同时 ，利用广州岭南果业协会 枟广州水

果枠 期刊为宣传平台 ，发表刊登有关水果品种 、

种植方法 、水果食用 、水果营养与健康 、水果行

业发展等方面的文章及图片 ，有效地增进了社会

大众对水果业的认识 ，促进水果产业化不断发展 。

惠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东江树木科技示范园

该园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区的下角 ，距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惠州西湖仅 ３００多米 ，总面积 ４０多

公顷 。示范园前身为惠州市林科所树木园 ，始建

于 １９７６年 ，园内现有 ９５科 、 ２１５属 、 ５００多个树

种 ，其中有红豆杉 、桫椤 、土沉香 、任木 、 格

木 、降香黄檀 、金毛狗 、蝴蝶果等国家重点珍稀

植物 １４种 ，主要划分为树木园 、苗圃地 、红豆

杉试验地 、相思类示范林 、针阔混交林等几部

分 ，林木茂盛 ，林相优美 。园内还有千年古刹遗

址 ———古榕寺和闻名遐迩的珍珠泉 。东江树木科

技示范园计划建设成为东江流域集科学研究 、科

普教育 、教学实习 、生态保护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绿色绿色科技教育基地 。

该园的园区划分 、景观布局 、空间关系及各

项工程设施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整个示范园自

然中有人工 ，人工中见自然 ，既源于自然 ，又高

于自然 ，计划建设成为一个科技含量高 、生态气

息浓 、文化内涵丰富 、充满生机和情趣 ，又有东

江流域特色的树木科技示范园 ，对惠州市开展青

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极有帮助 。

表 10 2 3 1 　 2006年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名单

序号 基 地名 称 基地申报单位

１ $广州市舰船科普基地 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２ $珠海市斗门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珠海市斗门区青少年宫

３ $韶关市科技馆 韶关市科技馆

４ $莲花山森林公园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汕尾市海丰县科学技术局

５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６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盈香生态果园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盈香生态果园

７ $广东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 广东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８ $潮州市饶平县云峰山庄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潮州市饶平县云峰山庄

９ $揭阳市百得佳高新农业科普基地 揭阳市百得佳高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林晓霞）

４５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科技教育 、培训工作

省科技干部学院科技培训与继续教育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学历教育办学

规模稳步增长 ，全日制在校生超过１６ ０００人 。学

院作为国家级星火培训基地和广东省科技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基地 ，科技

培训与继续教育工作在规模 、质量和层次上也有

了新突破 ：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２９期 ，培训

科技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中小学教师３ ０００余人

次 ，联合省级星火培训基地和星火学校举办非农

就业技能培训班和实用技术科技讲座 ４０ 多次 ，

培训农民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５ ０００多人次 ，远程

教育和专升本自考班新招学员 ４３０人 ，在读学员

达１ ０００余人 ，成人大专在读学员 ７０８人 ，研究生

课程班在读学员 ６２人 。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取得

了新进展 。

【科技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研究班】

承办国家科技部委托的 “科技创新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研究班”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３ －

１０日为期 １５天 ，培训来自全国 ３０个省 、市 、自

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县级党政领导 ６０人 。科

技部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吴忠泽为研究班作了专

题报告 。

【科技系统干部培训】 　举办广东省 “地市科技

局长高级研修班” １期 、培训 ３０人 ， “县 （市 、

区） 科技局长研修班” １期 、培训 ２８人 ， “广东

省科技统计培训班” １期 、培训 ２８人 ， “东莞市

科技乡镇长管理研修班” １期 、培训 ３０人 。培训

班以科技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知识为重点 ，着眼

于提高科技系统领导干部对科技工作的驾驭能力

和管理水平 。各期培训班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学

员们的一致好评 ，取得良好成效 。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举办专业技术人员 “全

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评员培训班” “全国注

册建造师考前培训班” “全国职称外语考前培训

班” “全国会计及经济专业资格考前培训班” 等

培训班 ７期 ，累计培训 １ ７０８人次 。培训班的举

办促进了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水平的提高 ，同时扩

大了学院的社会影响 。

【星火科技培训】 　 ２００６年 ，该校申报 ２项国家

级星火计划项目并立项 ： “星火带头人及星火学

校师资培训工程” 和 “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和县域

经济发展培训工程” 。承担 ２项广东省科技计划

项目 ： “广东省科技管理干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高级研修培训工程” “新型农民非农就业技能及

星火带头人科技培训工程” 。针对当前农村经济

发展信息化 、科学化 、城镇化的趋势 ，着眼于提

高农民科技素质和农民工职业技能 ，重点开展非

农就业技能和农业适用技术培训 ，指导并协助省

级星火培训基地和各星火学校举办培训班和讲座

４０余次 ，培训５ ０００多人次 。

【国际合作与交流】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为学

院开拓人才的国际化培养空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和卓有成效的实践 。继续加强与美国康考杰大学

（Concordia University）、英国诺丁汉加诺格俐城
市学院 （Djanogly City Academy ， Nottingham ）、

德国萨克森 F ＋ U 继续教育与转岗培训集团等国
外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开展涉外学习

交流和培训项目 。组织学员参加中英高级职业资

格证书培训 、赴德国信息技术实习培训等境外培

训项目 ，与美国康考杰大学合作在珠海校区举办

了 １期英语语言村 ，参训学员 １１６人 。联合英国

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第二届英语夏令营 ，参训

５５２科技教育 、培训工作



学员 ６０人 。

（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曾煜洲）

广东省 “十一五” 科技干部培训规划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厅制订并实施了 枟广东

省 “十一五” 科技干部培训规划枠 ，现将该规划

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

【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

导 ，围绕建设创新型广东和 “十一五” 期间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 ，按照整体规划 、统筹

协调 、突出重点 、分类指导的方针 ，以全面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 ，以提高科技干部的领导和

管理水平 ，增强解决新问题 、开拓新局面的能力

为重点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

养和开拓创新精神 ，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管理技

能 ，熟悉科技工作规律 ，求真务实 、作风优良的

高素质科技干部队伍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提供组

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

【培训对象和实施步骤】 　全省各级政府科技工

作分管领导 、科技行政管理干部 、科研机构管理

干部 、科技园区管理干部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管

理干部及技术贸易人员 、农村基层科技管理人

员 、专业技术人员等均纳入科技干部培训的范

围 ， “十一五” 期间 ，每年抽调 １／５左右的在职

干部分别参加由省 、市 、县三级组织的各类培

训 ，５年内将全省科技干部轮训一遍 。坚持领导

干部重点培训 、专业技术干部加强培训 、年轻干

部经常培训 、紧缺人才抓紧培训 ，根据各级各类

科技干部的不同情况和需求 ，分别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工作 。其中 ，副处级以上科技领导干部 ５年

内累计参加脱产教育培训时间不少于 ３个月 ，科级

干部 ５年内累计参加脱产教育培训时间不少于 ２个

月 ，普通干部每年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 １５天 。

争取至 “十一五” 期末 ，全省厅局级科技干

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达到 ９５％ ，处级科

技干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达到 ９０％ ，科级科

技干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达到 ８０％ 。

充分发挥全省各级各类科技干部培训施教机

构的效能和作用 ，完善班次设置和教学计划 ，形

成特色鲜明 、布局合理 、分工协作的培训教学体

系 。省级科技干部培训基地主要承担副处级以上

科技领导干部及部分优秀后备干部的培训任务 ，

市县级科技干部培训基地主要承担科级以下科技

管理干部的培训任务 ；同时要根据干部培训的需

要 ，积极创建科技干部培训示范基地 ，发挥示范

基地在科技培训工作中的龙头作用 。

【重点任务】 　按照建设高素质科技干部队伍的

目标 ，明确各级各类科技干部在理论素养 、科技

意识 、知识水平 、业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在培

训内容方面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和科技意识教

育 ，一手抓知识更新和业务能力培训 ，强化以创

新能力为核心 ，以胜任本职工作为目标的业务能

力培养 ，提高科技干部依靠科学知识 、运用科学

方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能力和管理

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

领导干部的培训 　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及广东 “十一五” 科技发展规划 ，

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创新

型国家 ，领导科学与决策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趋势 、影响及应对 ，科技法规与政策 、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等 。重点提高科技领导干部的政治鉴别

能力 、总缆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应对复杂局面

的科学决策能力 ，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科学发展

观 ，不断提高政治素质 、道德修养 、科技意识 、

领导水平 、创新能力和组织实施科技工作的能力 。

科技管理干部培训 　科技管理干部培训分为

对拟上岗人员的岗前培训 、根据专项工作需要进

行的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管理干部以更新知识提

高工作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主要学习科技工

作形势与科技工作思路 ，科技产业化和科技体制

改革的政策法规及措施 ，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等 ，掌

握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

高新区和孵化器等各类科技园区建设 、区域科技

创新 、科技兴贸 、 WTO与对外开放 、国际科技

合作等方面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 。

科研机构专业技术干部培训 　对全省科研机

构专业技术干部开展以更新专业技能 、改善知识

结构 、开发创新思维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提升科

６５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研机构专业技术干部与技术人员的科技水平和自

主创新能力以及计算机 、外语 、办公自动化等现

代基本技能和其他相关专业技能 。通过培训使本

省广大科研机构专业技术干部实现公共知识和专

门业务知识学习的统一 ，基本技能和新知识 、新

技术掌握的统一 ，专业技术岗位所需的技术 、技

能与创造性思维 、创造力开发的学习运用相统一 。

农村基层科技管理人员培训 　重点开展农业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建设 、农

村科技成果推广体系建设等有关知识和专题的培

训 ，发挥农村基层科技管理人员在农业科技园区

建设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

运用 、农村科技人才开发 、依靠科技推动农村小

康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等各个方面的基础

作用 。

西部地区科技干部培训 　采取代培代训 、挂

职学习 、经验交流 、信息共享等多种形式 ，定期

组织西部地区的人员进行以科技 、经济发展战略

和先进的科技管理知识等为重点内容的培训 ，同

时组织专家 、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到西部地区进

行巡回讲座 ，与西部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 、务实

的交流 ，有重点地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农业产业

化与特色产业发展 、县域科技进步理论与实践 、

节水农业 、工农业信息化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支

援西部地区建设一支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的科技干

部队伍 、科技产业化人才队伍 。

紧缺人才和复合人才的培养 　在全省科技系

统积极开展当前急需的熟悉各类贸易规则和国际

法 ，能熟练运用外语和各种现代化 、信息化工具

的紧缺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各

地 、各部门要抓紧制订相关计划 ，加快各项培训

工作的实施步伐 。

【主要方式】 　按照分类指导 、分级负责的原则 ，

坚持脱产培训与在职学习相结合 ，充分利用各种

培训资源和现代化培训手段 ，积极拓宽培训渠

道 ，把理论学习 、总结经验 、研讨问题与改进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增强科技管理的科学性 、

系统性 、预见性和创造性 ，切实提高科技管理干

部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进一步促进科技

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灵活采取集中授课 、专题讲座 、考察调研相

结合的培训方式 ，同时要创新运用案例教学 、研

讨式教学 、诊断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 、情景模拟

教学等有利于调动学习热情和创造性的培训方

法 ，加强科技干部培训工作中教与学之间的交流

互动 ，促进参训干部积极有效地参与 ，提高培训

的质量和成效 。

积极开辟科技干部在职自学新领域 ，创新科

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学历教育的形式和途

径 ，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教育资源 ，提供必要的

经费与时间保证 ，为科技干部的学历层次不断提

高服务 。

充分发挥多种媒体和网络远程教学等现代化

手段在科技干部培训中的作用 ，同时注重充实完

善科技干部培训资料库 、专家库 、信息库等 ，提

高培训资源的共享程度和优势互补 ，建立紧密的

协作网 ，推动各项培训工作的有效实施 ，提升培

训工作的整体水平 。

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 ，努力培养具有国

际化素质的高层次科技干部人才队伍 ，通过有组

织 、有计划选派科技干部出国培训 ，邀请国外专

家 、学者 、政府官员到国内讲学 ，召开高层次国

际研讨会等方式 ，开展国际合作培训 ，学习借鉴

国外先进的科技管理技术和经验 。

【保障措施】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各级政府科技行政部

门 、科技工作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要切实加强对

科技干部培训工作的领导 ，精心组织 、狠抓落

实 。在制订工作计划和确定重大项目时 ，要把干

部培训作为重要内容同步考虑 、统筹安排 ，并根

据当地具体情况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开展科技干

部培训的新思路和新机制 ，按照分级负责 、分工

培训的原则制订可行的干部培训规划 、计划 ，加

强对培训工作方向 、政策的领导 ，依法履行各自

的职责 ，积极落实规定的各项保障措施 。

政策引导 、完善机制 　 强化激励和约束机

制 ，严格执行 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枠 和领导干部在职学习制度的规定 ，完善并落

实培训与使用相结合制度 。把经过培训作为选用

干部必须具备的资格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

分工 ，分级建立干部学习培训档案 ，及时掌握各

级干部的学习状况和培训需求 ，为干部使用和有

计划开展培训提供服务 。各级干部参加组织上安

排的培训 ，在学习期间 ，其职务不受影响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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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待遇 、福利不变 。

加大投入 、夯实基础 　要根据干部培训任务

的需要 ，设立科技干部培训专款 ，进一步加强培

训基地建设的力度 ，建立布局合理 、分工明确 、

优势互补的科技干部培训基地网络体系 ，加强科

技干部培训课程与教材建设 。

强化师资 、确保质量 　根据科技干部培训任

务的需要 ，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组建专兼结

合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干训教师队伍 ，加强

对干训专职教师的培养 ，保证干训教师能够继续

学习 、进修深造 、交流研讨 ，及时更新知识 ；要

从具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领

导干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中选聘兼职教

师 ，按照规模适当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 、专兼

结合 、动态管理的原则 ，建立干部培训师资库 ，

使师资优化配置 ，发挥更大作用 。

精心组织 、规范管理 　全省科技干部培训工

作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省科技厅负责制订全省科

技干部培训总体规划 、政策协调 、业务指导 、质

量监督检查和相关的信息服务工作 ，各市县

（区） 科技部门结合实际负责制订本地区培训计

划和实施方案 ，细化工作任务 ，明确责任要求 ，

落实上级培训计划 ，组织 、协调 、实施本地区科

技干部培训工作 。要强化基础工作 ，建立科技领

导干部培训考核制度 ，同时还要建立科技干部培

训质量评估制度 。

开拓创新 、务求实效 　通过加强对科技干部

培训需求和培训市场变化的调查了解 ，不断开拓

新的培训领域 、开发新的培训项目 、设计新的培

训内容 、探索新的培训方式方法 ，创造性地开展

各类科技干部培训工作 。

（广东省科技厅人事处 　何棣华 　曹伟明）

８５２ 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 、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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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专业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 ，

全省 ２０１个省级专业镇 GDP预算达到５ ５００亿元 ，

这对提升广东省的产业竞争力 、推动全省尤其是

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壮大 、加快全省人民群

众致富奔康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专业镇工作进展

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省委 、省政府颁发了

枟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

业镇的意见枠 。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厅共新建 ４２

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至此广东省共有 ２０１个

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覆盖了机械 、纺织 、家

电 、建材 、养殖等多个产业和产品类别 。

【全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８日 “全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 在广州召

开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谢明权在会上指出 ， “十

一五” 时期 ，发展专业镇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主

线 ，以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 ，坚持质量提

高和规模扩张想结合 、产学研结合 、分类指导 、

优化布局 、梯度推进 ，着力抓好欠发达地区的专

业镇提升工作 ，着力抓好专业镇科技创新和先进

技术推广应用 ，着力抓好专业镇品牌 、标准 、人

才 、知识产权和信息化建设 ，走出一条具有广东

特色的集群经济发展新路子 。

【“省创新示范专业镇” 建设工作】 　 省委 、省政

府在 枟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枠 中提出 “发

挥发达地区专业镇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工作成效

显著 、特色产业优化升级成绩突出 、国内外同行

业内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镇中 ，择优开展 ‘省创

新示范专业镇’ 建设工作” 。据此 ，广东省科技

厅决定开展 “省创新示范专业镇” 建设工作 。在

全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中 ，技术创新工作成效

显著 、特色产业优化升级成绩突出 、在国内外同

行业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镇区 ，命名为 “省创新

示范专业镇” ，并通过有关配套措施进行重点支

持 ，使其成为国际知名的专业镇 （区） 。

【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镇培植工作】 　根据省委 、

省政府 枟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枠 的要求 ，

２００６年省科技厅开始启动 “培植经济欠发达地区

专业镇工作” ，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类指

导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培植发展一批专业镇 ，重

点支持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建设专业镇 ，加大对

农业专业镇建设的支持力度 ，大力支持东西两翼

和北部山区有序承接珠三角专业镇产业转移聚集

形成的特色产业 。

【 “专业镇走出去战略” 实施】 　广东省科技厅委

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香港组织了 “专业镇中小

企业技术服务体系学习与考察活动” ，此次活动

主要是面向科技管理干部和专业镇政府领导 ，围

绕着政府如何服务中小企业这一主题进行 。参与

者学习了相关的课程 ，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

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 、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

署中小企业中心等进行了交流 ，对如何更好地发

展专业镇 ，为中小企业服务进行了研讨 。

【建立产学研专项基金 ，吸引全国高等学校和科

研单位参与专业镇的建设】 　 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加

大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力度 ，促使专业镇的产业不

断做大做强 。全省专业镇已与中国科学院 、清华

大学等 １２０ 多个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

系 ，实施产学研项目近 ９００个 ，开发新产品１ ２００

多个 。

１６２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表 11 1 1 1 　广东专业镇主要指标 （2001 －2006）
项 　目 ２００１ _２００２ è２００３ 痧２００４ 8２００５ 亖２００６ 缮

专业镇数 （个）

GDP总额 （亿元）

占全省 GDP比重 （％ ）

人口总数 （万人）

企业数 （万家）

特色产业企业数 （万家）

特色产业产值 （亿元）

２１

４４０ _Q畅６９

３ Q畅６６

１４８ Q畅００

３ Q畅９２

１ Q畅４８

４２２ Q畅４５

５０

９７６ Ё櫃畅１０

７ 櫃畅２３

３５１ 櫃畅５０

９ 櫃畅７９

３ 櫃畅３９

１ ２７１ 櫃畅３８

７１

１ ４６７ 镲後畅１２

９ 後畅２６

５４９ 後畅９０

１３ 後畅４７

４ 後畅３０

１ ７８０ 後畅２７

１０３

２ ２８０ 8*畅１５

１２ *畅０９

８５０ *畅３０

１６ *畅４０

４ *畅８０

２ ６９３ *畅６５

１５９

４ ６５８ �r畅３２

２０ r畅８３

１ ３５８ r畅１０

２３ r畅９４

１０ r畅０７

４ ６８３ r畅１３

２０１

６ ０９１ 热汉畅１５

２４ 汉畅０８

１ ７０８ 汉畅６３

３６ 汉畅６６

１２ 汉畅２０

５ ６０７ 汉畅３７

中山市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中山市抓准 、抓好了专业镇公共技术创新平

台的构建工作 ，以专业化的服务 、市场化的运作

为根基 ，逐步建立起以专业镇科技创新为特色 ，

以国家 、省 、市三级工程研发机构为主体 ，科技

中介服务并重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南朗镇作为文化旅游类专业

镇成为中山市第十一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至

此 ，中山市成为广东省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密度

较高的地级市之一 。 ２００６年中山市专业镇实现工

业产值１ ４８５畅２３亿元 ，增长 ２３畅６５％ ，全市 １１个省

级专业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总量将近一半 ，是最

具活力的经济新增长点之一 。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中山市各专业镇科技服

务平台主要强调 “典型示范” “辐射带动” 和

“技术服务” 三大功能 。

各专业镇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 ，深入企业调

研 ，找到平台启动技术服务的准确切入口 ，找到

整个特色产业的关键节点 ，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

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辐射和带动规模

企业开展技术研究开发 。

小榄镇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在启动之初 ，就

通过深入细致的企业调研 ，发现企业在开发新产

品时亟须外观设计 、结构设计 、快速成型和销量

复模的技术服务 ，便以此为契机为这些项目提供

优质 、低成本的服务 ，深受广大中小企业的欢

迎 ，已为 ２００多家企业制造首板１ ５００多块 。

大涌镇成立的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同样精心选择了服务的切入口 。企业备受困扰

的干燥爆裂问题 、油漆异味问题引起了中心的关

注 。中心通过产学研合作 ，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

开发了木材烘干智能控制系统 、环保型水性聚氨

酯家具漆 ，破解了这些难题 ，彻底解决了制约大

涌红木家具生产的技术瓶颈 。中心对干燥技术的

深入研究 ，又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 ———地板烘

干业 。

黄圃镇的特色产业是腊味生产 ，食品安全问

题一直是该镇中小腊味生产企业的 “软肋” ，技

术创新服务平台以解决腊味的保洁 、保质问题为

切入口 ，建立了 “食品检验检测与研究中心” ，

并开展了 “粤式传统肉制品现代加工技术” 的研

究 ，该项目已成为 “２００５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

破项目” 之一 。

【信息化建设】 　中山市在专业镇的建设过程中 ，

积极开展镇综合信息化工作 。

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 　小榄 、古镇 、沙

溪等镇都已建立了信息网络服务平台 。小榄实施

了国家 “８６３计划” 的 “小城镇信息化应用示范

工程” 项目 ，已应用在中小企业管理等方面 ，中

山市小榄 、古镇两镇分别获选为 “广东省制造业

信息化示范镇” 。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企业通过电子网站开展

网上营销 、技术服务和信息资讯 ，实现产品 、服

务 、信息一体化 ，拓宽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易范

围 。古镇灯饰信息平台建立了照明电器行业专

利 、新产品 、科技人才 、知名企业等方面的信息

数据库 ，为企业提供专业信息服务 ；并在两家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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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企业建成了 ASP （应用服务供应商） 信息平

台 ，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取得

了明显效果 。

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中山市大

力推动企业在产品设计 、生产过程控制 、生产管

理等方面应用信息技术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

如沙溪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在市镇两级科技

经费的支持下 ，投入 ２００万元引进国际先进的格

柏服装 CAD ，建成 １０个服装 CAD设计工作站和
生产示范基地 ，为企业提供服装 CAD 排放码 、

排版服务 ，用布率提高 ３％ 左右 ，生产效率提高

近 ５０倍 。

【以产学研丰富平台的技术源】 　中山市各专业

镇采取 “走出去” “请进来” 的办法 ，与国内外

３０多家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技

术合作关系 ，一批科研技术人才长期深入企业 ，

为企业排忧解难 ，成为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的有

力支撑 。具体形式有 ：

共建工程技术研发机构 　小榄镇与上海交通

大学合作建立项目研发机构 ；沙溪镇与江门五邑

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教学基地 ；大涌镇与北京林

业大学中国古典家具研究所合作设立分所 ，与中

科院广州分院合作建立红木家具烘干中心 ；古镇

镇与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合作建立灯饰研究开

发中心 ；民众镇准备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办博士后

工作点等 。

开展技术项目合作 　 中山市通过成果转让 、

委托开发 、联合开放等方式开展技术项目合作 。

大涌镇委托中南林学院开发红木家具产品图样 ；

古镇镇委托复旦大学进行新型节能灯具产品

研究 。

聘请专家学者为技术顾问 　中山市通过聘请

专家学者为技术顾问帮助企业及时解决生产 、销

售中的问题 。大涌镇聘请 １４名专家为红木家具

企业技术中心顾问 ；民众镇聘请沈阳生态应用研

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多名专家学者

为农业科技园的技术顾问 。

引进高等人才 　中山市通过引进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或者通过委托培训 、举办专题讲座 、现

场会等多种形式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

云浮市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共有省级技术创新专

业镇 １５个 。 ２００６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６４４畅０１亿

元 ，其中特色产业产值 １９９畅１８ 亿元 ，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 ３０畅９３％ 。

面对 “省市联动推进专业镇建设” 的新形

势 ，云浮市科技局进一步推动了专业镇的发展 。

云浮市召开全市专业镇建设座谈会 ，会上请各专

业镇镇长现身说法 ，总结交流经验 ，云浮市领导

提出如何抓好专业镇建设的措施 ，达到推动专业

镇的建设再上新台阶的目的 。此外 ，云浮市还组

织省内的专家对云浮市的专业镇建设进行科学规

划 ，实施一对一服务 ，帮助专业镇高起点制订技

术创新试点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

【政策环境建设】 　继续完善 枟云浮市专业镇技

术创新试点实施办法枠 。特色是专业镇发展的生

命线 。云浮市聘请有关专家编制未来 ３― ５年的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因地制宜地推进专业镇建

设 ，促使专业镇经济快速发展 。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一是市 、县 、镇三级加

大对专业镇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支持专业镇建

设相关技术创新平台 。二是推行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 ，建立行业科技创新中心 ，为企业提供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辐射带动企业

技术研究开发 。三是加强对专业镇技术创新服务

平台建设 ，建立卧牛山创新服务中心 、信息中

心 、资讯服务公司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为企业

和产业发展提供技术 、信息服务等 。

【产学研结合】 　继续加强产学研结合 ，为企业

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与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海洋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共建工程技术研

发机构 ，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通过高校 、科研院

所的成果转让 ，提升企业的产业结构和核心竞争

力 。聘请专家学者为技术顾问 ，通过委托培训 、

专题讲座等形式培训专业技术骨干 ，提高企业人

员素质 。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关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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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示范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２００６年是 “十一五” 规划实施第一年 ，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工作主要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 ，进

一步落实 “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

发展观 ，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友好型社会 、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任务和目标 ，支持各实

验区在资源 、环境 、城镇和谐社区建设 、公共安

全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与示范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

全省有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１６个 ，国家级 ３

个 。新增的 ７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主要分布

在粤东及偏远山区 。

【 “走向可持续发展” 系列宣传纪念活动】 　 ２００６

年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２０周年 。经过

２０年建设 ，实验区工作在人口 、资源 、环境和经

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

为了全面总结 、反映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２０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展示地方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大成果 ，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和推动发展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目标在地方

的实施 ，开创实验区工作的新局面 ，国家科技部

组织开展了 “走向可持续发展” 系列宣传纪念

活动 。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 ，广东省科技厅统一组织

１７个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参加了由国家科技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科技协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月 ８ — １１日在中国农业展览馆联合举办的

“走向可持续发展” 大型成就展 ，全面展示了广

东省自 １９９２年以来开展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

发展与建设的概况和成就 。中国科技协会书记邓

楠专门到广东展区参观 。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各

参展单位进行评选 ，广东省科技厅及 １７个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获得实验区展区优秀奖 。这次展览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宣传效果 ，对实验区总

结成果 、继往开来 、开创新局面产生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

【２００６年新认定的部分实验区简介】 　

梅州丰顺县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丰顺县

位于广东省东部 ，梅州市南端 ，是梅州市和赣

南 、闽西地区通往潮汕沿海的必经之地 。地理位

置优越 ，自然资源丰富 ，是广东省地热资源较为

丰富的县份之一 ，素有 “九汤十八礤” 之称 。全

县总面积２ ７１０平方公里 ，下辖 １６个县 ，全县总

人口 ６７万多人 。 ２００５ 年全县实现 GDP３１畅９７ 亿
元 ，人均 GDP ４ ７６５元 。

丰顺县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目标是 ：用 ６

年左右时间 ，使丰顺县成为县域经济实力较为雄

厚 ，发展布局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优化 ，基础设

施完善 ，生态环境良好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

居创业环境好 ，文化更加繁荣 ，法制更加健全 ，

高效廉洁 ，管理有序 ，社会和谐发展的 “梅州经

济南大门 ，潮汕平原后花园” 。

汕头金平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金平区

地处汕头城市中心区 ，在地域上涵盖了整个汕头

老城区 ，区域总面积 １０８畅７１ 平方公里 ，境内人

口 ７４畅１万人 。处于韩江 、榕江及练江三角洲冲

积平原 ，濒临南海 ，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良

港 ，海陆优势兼备 ，是汕头特区水陆交通枢纽的

重要门户 。 ２００５ 年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１畅０４亿元 ，５ 年平均增长 １０畅７３％ 。科技创新

工作成效显著 ，多项工作创汕头市第一 ，是广东

省唯一的 “全国科技工作试点区” ，并于 ２００５年

被国家科技部 、财政部列入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

行动计划” 。

金平区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建设目标是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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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日趋合理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显

著提高 ；基础设施体系配套日益完善 ，人口总量

得到有效控制 ，城乡人民的小康生活比较宽裕 ，

市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基本适应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较为合理 ，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云浮云安县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云安县

地处粤西 ，位于西江中游南岸 ，是沟通沿海与内

地 、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交通要冲 。总面积

１２０２畅９平方公里 ，下辖 ８ 个镇 ，总人口 ３０畅８万

人 。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地方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１２％ ，经济综合增长率排在全省 ６７个

山区县的第四位 ，已初步建成了水泥 、石材 、化

工等三大支柱产业 。

云安县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建设目标是 ：依靠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强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

设和法制保障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量的扩张向

质的提高转变 ，建立起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

系 ，促进经济 、社会 、自然和人的协调发展 ，实

现人口规模 、素质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 ，经

济社会发展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生活质

量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 ，把云安县建设成为经济

繁荣 、社会文明 、环境优美的可持续发展的粤西

港口城市 ，以达到 “建设山区经济强县 ，构建和

谐活力云安” 的总目标 。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陶练敏）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工作是农村科技工

作中集成创新的具体体现 。 ２００６年安排经费 ３１０

万元 ，支持廉江市罗州街道办事处 、新兴县新城

镇 、电白县水东镇 、东莞市长安镇 、乐昌市梅花

镇 、中山市黄圃镇等 １１个中心镇开展城镇化技

术集成应用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的开展 ，构建了

合理的城镇体系 ，优化了镇区资源的空间配置 ，

提高了使用城乡土地使用率 ，促进城镇集约发

展 ；营造统一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平台 ，实现生

产要素的高效 、有序流动 ；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

和公用设施 ，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总

效益 ；配套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防止或减少自然

灾害和社会公害 ，提高人居质量 ，营造健康安全

的社区环境 ，保障城乡环境的安全 ；加强珠江三

角洲地区 、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在产业布局 、设

施建设 、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协作合作 ，建立长效

机制 ，促进城乡 、区域的协调发展 ；强化环境建

设 ，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促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 。

【东莞市石龙镇】 　石龙镇是位于东莞市北部的

工商业重镇 。全镇总面积 １０畅３８平方公里 ，常住

人口和外来人口总共约 １４ 万 ，城镇化率达到

１００％ ，是邻近镇 （区） 的经济 、文化和商贸中

心 ，也是全国首个信息化试点建设城镇 。 ２００３年

全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３２畅８亿元 。 ２００３年 ，该

镇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示

范试点单位 ，并荣获 “全国文明镇” 等称号 。

石龙城镇化技术集成的主要思路是 ：贯彻落

实 “科教兴镇” 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 ，全面推进

社会信息化 ，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 ，实现跨越式

发展 。为全面推进信息化各项工作 ，石龙镇设定

了五大目标 ：集成一套包括数据采集 、数据存

储 、数据加工 、数据传输的技术 ；建设两个平

台 ；突出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利用率这两个重

点 ；带动信息技术在产业 、城市规划 、城市管理

和社会服务体系四个领域的应用 ；提升经济运行

质量 、城市规划和建设水平 、城市管理水平 、城

市综合服务能力 、人居环境条件和居民素质 。

为实现制定的目标 ，落实社会信息化基础 ，

石龙镇实施了 “数字石龙” 计划 ：建设公共信息

平台 ，建设一个覆盖全镇的高速 、大容量信息传

输网络 ，建设针对时间 、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分析

角度的基础数字库 ，建立信息化业务规范 。 “数

字石龙” 计划实施至今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

包括在电子政务建设 、 GIS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
的应用 、电子商务建设 、数字社区系统建设和

“三网融合” 方面取得的成就 ，为省内其他在

“硬件” 水平已经完成城镇化的小城镇的进一步

发展 ，供了思路和榜样 。

５６２区域创新示范



【中山市三乡镇】 　三乡镇是位于中山市南部的

中心镇 。全镇总面积 ９６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和

外来人口总共 １４ 万多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 。

２００４年该镇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二批城镇化技术集

成应用示范试点单位 ，先后荣获国家卫生镇 、全

国民政工作全优镇 、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管理

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

为加快城镇建设速度 、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平

台 ，三乡镇制定规划 ，将该镇定位为珠江三角洲

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中心镇 、中山市南部

地区的中心 。以该规划为龙头 ，重点建设中心区

和平埔工业区 。引入市场机制 ，利用市场经济手

段经营城市 ，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压力 。树立加快

集约发展 、推动产业转型的观念 ，积极探索推动

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新方法 ，加快了产业升级转

型 。从人才的培育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两方面

入手 ，突出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了城镇创新能力

的建设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 ，出台 枟三乡

镇关于鼓励企业争创名牌和技术进步的奖励规定枠 ，

落实了品牌战略 ，促进了名牌企业做大做强 。

三乡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上创新观念 ，克服思想上的误区 。通过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提

高社会治安与管理水平等一系列措施 ，扎扎实实

推进全镇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 。围绕创建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目标 ，制定了环境保护规

划 ，其中投入６ ３００万元建设日处理 ２万吨的污水

处理厂 ，新增 、改造绿化面积 １９８畅３公顷 ，全镇

城镇绿化率达 ４１畅７６％ 。

三乡镇的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工作紧紧

抓住了现代化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两大方面的

工作 ，发挥当地的地缘优势 、产业优势 ，不断探

索 ，走出了一条 “和谐发展” 的特色乡镇之路 。

【中山市三角镇】 　三角镇位于中山市北部偏东

地区 ，属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 ，地理位置优

越 ，交通便利 ，城镇化水平约为 ３３畅６４％ 。三角

镇主要以高平工业区和金鲤工业区作为全镇经济

发展龙头 ，形成了以纺织 、电子 、服装等行业为

主的产业群 。全镇工业产值 ８８ 亿元 。 ２００３ 年 ，

该镇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

示范试点单位 。

三角镇的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工作 ，具

有 “全面细致” 的特点 。全面地从 “科学规划 、

合理配置提升产业 、保护人居环境 、提高居民素

质” 入手 ，严格遵循 “规划在前 、发展随后” 的

基本原则 ，提出了 “工业进区 、商业进园” 的模

式 ，实行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集中开发 ，提高

了工业集约化水平 ，形成了良好的工业格局 。在

完善城镇环境建设方面 ，三角镇从 “以人为本”

出发 ，开展了高平污水集中处理技术研究 ，制定

了 “一城” “五涌” 及生态走廊的绿化规划 ，出

台了 枟三角镇镇容镇貌规例规定枠 ，规划与建设

了 １３个垃圾转运站 ，并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开

展科技研究 ，借助先进的科技力量把三角镇打造

成创业 、居住两相宜的生态型城镇 。

三角镇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着眼于细处 ，全

面开展社会环境建设 。开展了教育培训 、社会保

障 、救助 、福利 、服务等系列工作 ，其中包括全

面改造和规划建设了 ９所均超出省一级标准中小

学校 ，兴建８ 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健身广场 ，设置社区

卫生服务站 ，新建和改造一批环保公厕 。通过有

针对性地举办培训 、完善培训设施 、首创社会就

业动员大会 、对再就业人员鼓励 、大力提高青年

就业能力等措施 ，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新路子 。

【江门市共和镇】 　共和镇位于鹤山市南部 ，是

江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全镇总面积 ８９畅７平

方公里 ，总人口 ２畅３万 。该镇地势平坦 ，土地肥

沃 ，是鹤山市第二 “粮仓” 和 “三高” 农业生产

基地 。 ２００３年 ，该镇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城镇

化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 。

共和镇注重 “硬件” 和 “软件” 建设一起

抓 。为推进产业经济发展 ，抓好城镇 “硬件” 建

设 ，共和镇发挥传统产业优势 ，致力打造现代新

型农业基地 。按照规划 ，共和镇确立城郊蔬菜种

植为农业主要发展方向 ，以无公害蔬菜品牌为龙

头 ，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 。为此 ，共和镇引入

了农业开发公司的管理方式 ，建立蔬菜批发交易

市场和农产品交易信息平台 。共和镇还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第二 、三产业 ，通过修建水

库和自来水工程来解决用水问题 ，建立移动电话

基地站来保证城乡生活和用电充足 。由于全镇功

能设施配套齐全 ，镇容镇貌焕然一新 ，不仅吸引

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落户 ，还带动了商贸业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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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农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

为落实两个文明建设 ，突出科技教育 ，共和

镇加大力度对教育事业 、医疗卫生 、老人福利

院 、文娱中心 、社会保险 、福利事业等方面进行

建设和完善 。同时 ，共和镇始终把提高人们科学

文化素质作为主线 ，重视培育职业技术人才 。共

和镇已建成了功能先进的镇级图书馆 ，长年开设

各类型的培训班 ，为科技培训和科技推广工作提

供良好平台 ，同时促进了农民转化工作 。

【珠海市白蕉镇】 　白蕉镇是位于珠海市斗门区

东部的广东省中心镇 ，全镇总面积 １７４ 平方公

里 ，人口约 ７畅３万人 。白蕉镇已逐步形成了以城

郊型农业和创汇型农业为主体 、以农业生物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为先导的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格

局 。该镇先后被国家建设部认定为全国小城镇建

设示范镇 ，被广东省科技厅认定为专业镇技术创

新工作试点和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

该镇通过实施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工作 ，结

合镇内的实际情况 ，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 ，以公

共信息基础平台为基础 ，以企业为主体 ，以高

校 、科研机构为依托 ，以水产创新中心为核心 ，

构建开放的技术创新体系 ，全面带动城镇化的发

展 。突出以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提升优势特

色产业为重点 ，建设城镇资源环境数字集成平

台 ，集成农产品安全管理系统和农业专家系统 ，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

推进信息网络建设 ，结合产业需求 ，构建先

进 、实用的信息平台 。该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 、

网络技术等搭建了城镇建设信息化的框架 ，建立

１０M 高速光纤网络 ，建立水产品的知识及信息网

络 ，定购了 ０畅６１米高分辨率的 QuickBird最新卫
星影像数据 ，建立技术集成应用项目的成果集中

展示平台 ，开通了珠海市斗门区农渔通网站 。

该镇积极开展产学研结合 ，抓好科技攻关项

目 ，其中包括选取水产品安全生产为主要题材 ，

与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实施两套系统的开发

及成果推广应用 。与海珠移动公司和海珠德莱仪

器公司合作开展水产养殖水质动态监测工作 。建

立了创新水产科技中心的培训极地 ，开展人才培

养与科技服务 。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叶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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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科技概况

广 　州 　市

２００６年 ，广州市科技工作在市委 、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

积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制定措施 ，狠抓落实 ，

全市自主创新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 ，为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

自主创新总体水平进一步提升 。市本级财政

对科技投入 １２畅５６ 亿元 ，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６畅２％ ，其中科技三项费用 ４畅４４亿元 ；全市科技

活动经费支出总额 ２２４亿元 ，其中用于研究与发

展 （R&D） 经费支出 １０２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例分别达到 ３畅７％ 和 １畅７％ 。全年市科技局登

记的科技成果登记数为 ２１０项 ，获得国家科技奖

励 １１项 ，省科技奖励 ７７项 。全市受理专利申请

１２ ２９６件 ，专利授权 ６ ３９９件 ，同比分别增长

１１畅７％ 和 １１畅８％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国

省会城市首位 。共登记技术合同１ ９６０份 ，交易金

额 ４１畅０２亿元 。全市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 ５１畅４５％ ，比上年增长 ０畅６５个百分点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

２００６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

２ １８７畅５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０畅９％ ，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３０畅１％ 。

广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获得国家正式批准 ，

成为全国首批 ７个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之一 。至

此广州先后建起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国家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 、国家动漫网游产业基地 、国家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 、国家医药出口基地 、国家软件出

口基地 、国家火炬计划广州花都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基地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为加快广州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２００６年 ，成立了 “广州市软件 （动漫） 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 ，负责统筹协调和指

导全市软件 、动漫产业的发展 。设立广州市软件

和动漫产业发展资金 ，计划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 ５年

内 ，每年安排 １畅５亿元资金 ，用于加快软件产业

发展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６１

家 ，审核新办高新技术企业 ２５１ 家 。至 ２００６ 年

底 ，全市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９９４家 ，新

办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４６５家 。高新技术企业中 ，

规模在 １００亿元以上的有 １家 ，１０亿元以上的有

１８家 ，１亿元以上的有 １４３家 。

【基础条件建设】 　自主创新基础条件建设迈上

新台阶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集中了全省 ２／３的

普通高校 、 ９７％ 的国家级重点学科 、大部分的自

然科学与技术开发机构 。全市共有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６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９０个 ，分别占全省

的 １００％ 和 ９２畅８％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６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４２家 、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４５家 。拥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 ２５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４人 。

【政策法规环境建设】 　自主创新政策法规环境

进一步优化 。一是抓紧制定 枟广州市关于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政策规定枠 。

该政策规定的制订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枟关于

实施 枙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枛 若干配套政策枠 ，从加大科技

投入 、激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 、加强统筹协调等

１０个方面优化广州创新政策环境 。

二是制订出台了 枟广州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枠 和 枟广州市进一步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

若干规定枠 ，为加快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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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组织起草 枟广州市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

条例枠 ，为推动创业投资发展 、解决中小型科技

企业融资问题进行地方立法准备工作 。

四是根据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步伐的需要 ，

启动对政策法规的修改和调整工作 。

五是开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壮大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调研工作 ，对广州自主创新基础条件

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出

了具体思路与对策 。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大力推进科技管

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不断提

高 。一是全面开展政府科技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

工作 。制订了对政府科技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价

的综合指标体系 ，并首次使用该指标体系对 ２００５

年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

二是首次参与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

标 。投入财政科技经费５ ０００万元 ，选择电子信息

与通信 、先进制造关键技术 、汽车及零部件关键

技术 、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领域 ５个

招标项目 ，共 １２个子项目进行招标 ，有效地利

用了国内外创新资源 ，推动了重点领域的技术创

新 ，取得了良好效果 。

三是做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 。积极

发掘项目资源 ，首次与国家创新基金项目开展联

合评审 。全年市创新基金共支持了 １１３家中小型

企业 ，其中有 ３２家中小型企业获得国家创新基金

立项 ，共获得国家和市创新基金支持４ ４３０万元 。

四是加大重大科技项目和专项的组织实施力

度 ，在重点领域寻求突破 。围绕软件与集成电路

设计 、纳米技术 、装备工业 、生物医药等领域关

键共性技术 ，加大支持力度 ，组织安排了一批重

大项目和专项 ，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推动

相关领域的创新和产业化 。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 ，传统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 ２００６年 ，广

州市企业共有 ７１个新产品获得国家级和省级重

点新产品计划立项 ，其中国家立项 ２１项 。获得

立项的 ６１个新产品全年实现总产值 ２０畅０７亿元 ，

销售收入 １９畅９２ 万元 ，利润 ３畅６０ 万元 ，创汇

１ ９８２万美元 。

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促进和推动了以市场

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 、高等学校为技术依托 、产

业化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组织企业申报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专项资金项目 ，取得显著成

效 ，全年有 ２７个项目获得资助 ，位居全省第一 ，

其中有重大项目 １项 ，重点示范项目 ２６项 。

【都市农业发展】 　依靠科技创新加快都市农业

发展取得新成效 。全市主要农产品优良品种覆盖

率达 ９０％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 ７０％ ，重点

推广的良种和技术普及率达到九成以上 ，农业科

技贡献率达 ５２％ ，均位居全省前列 。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创新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在争取国家重点重大项目方面有了新

突破 ，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基金 １５项 ，其中 “９７３

计划” ４项 ， “８６３计划” ２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５项 ，各类科研经费超过３ ０００余万元 。广州中

科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

果 。已启动 ６个研究中心的建设 ，并已开展和即

将开展 １２个项目的研发 。广州 LED工业研发基
地 、广州数字电视工程技术中心 、广州中间件研

究中心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的技术

平台发展速度加快 。

加强行业工程技术中心试点建设 ，行业共性

技术转化平台效果明显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共有 １８

家中央 、省 、市单位参加了试点工作 ，建立起相

应的行业工程技术中心 ，有效地提高了这些单位

的研发能力和行业技术服务能力 ，加强了人才队

伍和基础条件的建设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 。

广州市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 ，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 。广州大学减震

控制与结构安全实验室在相关领域研究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进一

步完善 。启动了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三期工程 、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学城综合研发

孵化区工程 、番禺节能科技园四期工程 、华南理

工大学科技园南园工程等一批孵化器建设项目 。

全市已建成包括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开发区创

新基地在内的 ２０多家孵化机构 ，孵化面积达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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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

【科普工作】 　 科普工作广泛开展 。认真组织策

划 ２００６年广州市科技活动周活动 。以 “加强自

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广州” 为主题 ，围绕 “突出

自主创新 、突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突出青少年

理解科学和参与科技创新 、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突出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 等五个重点开

展科普活动 。加强科普基地建设 ，全年认定市级

科普基地 １７家 ，至 ２００６年 ，全市认定的科普教

育基地共有 ４１家 ，其中国家级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 ４家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２３家 。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２００６年广州市国际科技

交流与合作紧紧围绕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点领

域 ，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２００６年市科技局共办理 ３５

个出访团组 ，出访人员近 ３００人 ，访问的国家包

括美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访问的

地区包括南美洲以及香港 、澳门等 。其中包括广

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会负责组织实施的 ８个批次的

培训团组 ，这些培训主要在香港 、德国 、美国举

办 ，共有 ２００ 多人参加 ，内容涵盖人力资源管

理 、科技创新 、电子信息技术 、国际拓展等方

面 。全年共接待了来访的 ２５个团组近 １００ 名外

宾 ，主要有来自英国 、瑞士 、日本 、美国 、印

度 、加拿大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官方 、半官方

机构 、国际组织和企业 。

２００６年的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主要开展了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

加强政府间科技合作 　基于中日合作的JICA
项目框架下的 “广州市医院内感染对策项目” 自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１５日签署协议以来 ，各项工作进展

顺利 ，项目进度令人满意 。期间 ，中方共派遣 ３

批共 １５名医院感染防治领域的专家赴日本进行

中短期的研修 ；日方派遣了 １名长期的项目协调

员 、 １名项目首席顾问以及 ４名短期专家来华进

行技术指导工作 。 ２００６年初起 ，市科技局与瑞士

创新与促进协会进行了多次的接触与讨论 ，在加

强双方在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

识 ，并于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６日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

承诺在技术转移 、创新体系以及推动企业交流等

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

积极发展穗港合作 ，大力促进创意产业发展

积极组织穗港两地在创意产业方面的各种交

流活动 。 ２００６年 ５月 ，市科技局与香港贸易发展

局联合主办了两场 “２００６香港品牌管理及设计专

家见面会” ，共计有 ３０多名香港知名品牌顾问和

设计师出席了会议 ，与来自内地的 ２０６ 家企业 ，

共 ２６９名企业家进行了热烈 、卓有成效的讨论 ，

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打造穗港合作广州工业设计中心 。该园区选

址在广州科学城内 ，园区建设用地７ １２０平方米 ，

建筑面积１０ ０００平方米 。首期建设面积为６ ０００平

方米的五层建筑物一座 ，二期的建筑面积为４ ０００

平方米 。

实施 “走出去” 战略 ，建立 “走出去” 平台

广州市承担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科技园中英剑

桥科技创业园 （CUC） ，为国内企业赴英发展提

供了市场调研 、业务伙伴配对 、公司注册 、商务

考察 、融资 、技术合作等 “走出去” 服务平台 。

CUC成功地协助广州市香雪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的
a‐青基丙稀酸酯快速医用胶 ５０８系列产品在英国

剑桥大学和其他研究及医疗机构开展研发项目 ；

与中山大学达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枟信息咨

询委托协议枠 ，作为其英国的代理窗口 ；CUC与
广州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英国剑桥建立

了 “香雪剑桥中药国际研究中心” ，并组织申报

了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B类）。

２００６年 ９月 ，市科技局支持广州市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承办了国家科技部援外项目 “建筑

设计和室内装修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国际培训

班” 。有 ７个国家的 １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

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积极参与国际会议 ，推

动科技兴贸 　推进生物医药技术发展 。 ２００６年 ４

月 ，市科技局与市贸促会 、市外经贸局共同组织

了广州生物科技代表团赴美国 、加拿大参加 ２００６

美国芝加哥生物技术展览会暨生物技术大会 ，并

在芝加哥和加拿大圣约翰市开展了大型经贸交流

与推介活动 。 ２００６年 ８月 ，市科技局联合外经贸

局共同组团参加 ２００６年香港国际现代化中药及

健康产品展览会 。广州市有 １９家企业 ４０多位中

医药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展览会 ，汇集了广州市

中医药成果 、专利成果近 １５０项 ，现场签订了产

品购销 、专利技术转让 、贸易合作合同及意向

１ ３００万美元 ，体现了以高科技为导向的中医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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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趋势 。促进软件产业发展 。 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月 ，市科技局与外经贸局 、软件办组织了广州市

软件外包产业代表团 ，参加 ２００６ 年 Outsource
World New York软件外包会展 ，并同时举办两

场广州软件产业在美国的推介活动

进一步优化留学人员创业和发展环境 　认真

做好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组织策

划工作 ，充分发挥留交会平台作用 ，吸引海内外

创新人才来广州创业和工作 。举办了首届 “ ‘春

晖杯’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 ，来自 １７个

国家和地区的 １４３名留学人员的 ２００多个科技项

目参加了比赛 。继续开展面向海外留学人员的求

解招贤活动 ，共有 １１个项目向留学人员公开发

布 ，并已基本找到合作伙伴 ，项目预计总投入

５ ２３５万元 ，其中企业投入４ ３３５万元 ，政府投入

９００万元 。全市共有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 ８００家 ，

创业和工作的留学人员超过 １万人 。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夏 　坚）

深 　圳 　市

２００６年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政

府科技投入接近 ３０亿元 ，其中市研发资金投入

６畅５亿元 ，共安排近 ９００个项目 。全市自主创新

能力有了新的提升 ，知识产权创造实现了新飞

跃 ，高新技术骨干企业继续引领技术创新 ，获得

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位居全国单列城市第一 。

【科技政策法规】 　

形成 “１ ＋ ２” 政策框架 　 ２００６年 １月 ，深圳

市委 、市政府以一号文件颁布了 枟关于实施自主

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枠 ，受到全

国各地的瞩目 。一号文件颁布后 ，深圳市科技和

信息局牵头市直 ２０个部门参与 ，完成了 ２０个配

套政策的制定 ，形成了推动自主创新的 “１ ＋ ２０”

政策框架 ，在全国形成了较大反响 ，其中公检法

部门的加盟令人耳目一新 。 “１ ＋ ２０” 政策框架是

深圳市科技政策向高度 、广度和深度的延续 ，是

继 １９９８年 “２２条” 等文件之后 ，深圳市的政策

创新又一次在全国起示范作用 。

完成科技规划编制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部

署 ，结合全市科技工作的实际情况 ，共安排编制

１４个 “十一五” 规划 ：包括 枟深圳市科学技术发

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信息化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信息管道及机

楼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科学普及工作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十

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 “十

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十一

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公共技术平台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银行卡产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软件产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和 枟深

圳市无线电管理 “十一五” 规划枠 。

科技研发资金出台新举措 　针对市科技研发

资金管理的问题 ，市政府于 ２００６年 ７月发布了

枟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操作规程枠 ，对

市科技计划和研发资金管理进行新一轮改革 。这

次改革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一是根据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创新链的不同节

点 ，设计了 １３类科技计划 ，包括一些内容全新

的特色计划 ，如非共识计划 、创新型企业成长路

线图计划 、创业投资计划 ，科技研发资金链覆盖

技术创新链的各个环节 ；二是对企业的研发资助

从以评项目为主转向对企业研发的事后补贴 ，实

行 “报销制” ，企业不用再根据政府的喜好来

“编项目” ；三是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是会计师事务

所参与了有关资金投入的审核工作 ；四是进一步

规范了公务员在资金配置中的裁量权 ，在程序上

更加公开 、公平 、公正 。

【研究院群建设】 　积极推进与中国科学院 、香

港中文大学共建先进技术研究院 。 ９月 ２２日深圳

市政府与中科院签订了 枟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协议书枠 ，并用半年多时间 ，组建

了 ７个技术开发中心 、 ４个重点实验室 ，承担科

技部 、信产部科研项目的资金达到１ ０００多万元 。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是目前国内首家以集成技术

为学科方向的科研机构 ，将为深圳的自主创新带

来源头活水 、注入强大发展动力 。先进技术研究

院的成立 ，标志着深圳结束了没有国家级科研机

构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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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奖励】 　深圳市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位

居全国单列城市第一 。 ２００６年获得 ６个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深圳大学 S － １５０型超高速等待式

分幅摄影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这是深圳

首次获得这个奖项 。深圳市人民政府完成的 “深

圳市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项目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

广东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１个项目获得广东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 ３４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全市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快速增长 ，申请量达到２９ ７２８件 ，比上年

增长 ４２％ ，授权量达到１１ ４９４件 ，比上年增长

３０％ ，均超过北京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

二 。专利的 “含金量” 大幅提高 ，发明专利申请

１４ ５７６件 ，比上年增长 ７５畅３％ ，在三种专利申请

中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例达 ４９％ ，申请量跃居全

国第一 ，超过上海 （１２ ０５０件） 和北京 （１４ ２２６

件）。 PCT 专利申请１ ６５０件 ，同比增长 １２０畅６％ ，

继续排在全国第一位 。

高新技术骨干企业继续引领技术创新 。华

为 、中兴通讯 、比亚迪 、迈瑞等 ２０家企业国内

专利申请量达 １２ ５３１件 ，占全市专利申请的

４２畅２％ ，其中发明专利１０ １８１件 ，占全市发明专

利的 ６９畅８％ 。全市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的企业稳步

增加 ，华为 、中兴 、赛百诺 、朗科 、比亚迪 、淼

浩 、格林美 、创益 、大族激光等企业已拥有了一

批核心专利技术 ，并将它们与行业标准结合 ，大

大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总体运行良好 　全市实现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为６ ３０６畅３８亿元 （现价 ，下同） ，比

上年增长 ２９畅０９％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到 ５４畅０２％ ；产品销售收入６ １４０畅８９亿

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９畅５２％ ，产销率达到 ９７畅３７％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６１３畅５０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０畅３％ ，占全市出口的 ４５畅１％ ；完成高新技术产

品增加值１ ８１１畅８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９畅４４％ ，占

全市本地生产总值的 ３１畅８７％ ；产品创利税

７８７畅８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５畅１２％ ，销售利税率

为 １２畅８３％ 。自主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份额过

半 ，高新技术产业由引进技术加工制造为主转向

自主开发为主 。全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达到 ３ ６５３畅２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９畅３６％ ，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５７畅９３％ 。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达到１ ５５１畅６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７畅１７％ ，占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２４畅６％ 。

高新技术产品资金投入快速增长 　全市从事

开发 、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骨干企业有１ ９７３家 ，

共研究 、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３ ５２３种 ，比上

年增长 ２９畅８６％ 。资金投入总额为１ ４０１畅４５亿元 ，

比上年增长 １９畅１２％ ，其中 ９１畅２５％ 的资金来源于

企业 。在资金投入总额中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

究 、开发的经费达 １９０畅８５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９畅２３％ ，占全市 GDP的 ３畅３６％ ，占资金投入总

额的 １３畅６２％ 。

表 11 3 2 1 　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稳步发展

产业
产值

（亿元）

产值

增长率

产值

比重

销售收入

（亿元）

利税

（亿元）

销售收入

增长率

利税

增长率

电子信息产业 ５ ７５４ ! 畅７２ ２９  �畅９８％ ９１ E7畅２５％ ５ ６１２ 镲後畅７７ ７２６ 8*畅１１ ３０   畅２９％ ２５ fX畅７１％

新材料及新能

源产业
２５６   畅６３ ２３ �镲畅９０％ ４ E7畅０７％ ２３８ 镲後畅１３ ４７ 8*畅２５ １８   畅０３％ ２３ fX畅７２％

生物医药技术

产品
３５   畅６０ ６ �镲畅０５％ ０ E7畅５６％ ３２ 镲後畅２１ １０ 8*畅９３ １４   畅４６％ ５ fX畅１９％

光机电一体化

的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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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规模达到创新水平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 ５０５家 ，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 ３９３ 家 ，其中超 １０

亿元的企业有 ５９家 ，超 ２０亿元的有 ３６家 ，超

５０亿元的有 １６ 家 ，超 １００ 亿元的有 １１ 家 ，超

２００亿元的有 ６ 家 ，超 ５００ 亿元的有 ３ 家 ，超

１ ０００亿的有 １家 。

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发 、生产高新技术

产品３ ３４０种 ，比上年增长 ２８畅８６％ ，实现产品产

值５ ４８４畅０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０畅５５％ ，占全部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８６畅９６％ ，产品销售收入和利

税分别为５ ３９７畅７６亿元和 ７３２畅５７亿元 ，分别比上

年增长 ２５畅９３％ 和 ４７畅８１％ ，销 售 利税 率 达

１３畅５７％ 。

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 　全市开发 、生产

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的长期职工总数为９７２ ８９３人 ，

比上年增长 ４２畅１１％ ，留学归国人员１０ ５９５人 ，其

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２ ７１０人 ，高新技术企业

年末职工总数为８５６ ７５６人 ，比上年增长 ３６畅７４％ 。

全市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 、开发的科技人员

１４８ ５７６人 ，比上年增长 ４７畅６９％ ，占职工总数的

１５畅２７％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

究 、开发的科技人员 １３７ ０４５人 ，比上年增长

３９畅０１％ 。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生产的人员中 ，拥有

博士学位者２ ６９９人 ，硕士３３ ９２５人 ，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者１４５ ２４５人 。

产业分析能力进一步提高 　为了更好地发挥

政府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准确

地确定重点领域 、重点企业 ，集中有限的政府资

源攻坚 ，组织力量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细分研

究 ，将统计意义上的四大产业细分为 ２０― ３０个

产业 ，并确定各细分行业的重点企业 。

２００６年 ，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对高新技术产

业进行了细分调研 ，形成了 ２２个调研报告 。电

子信息细分为集成电路设计 、软件外包 、 ３G 通
信 、高性能计算机技术 、数字电视 （机顶盒和平

板显示） 、电子元器件 、笔记本电脑 、 IPv６ 技术
和下一代互联网 、网络游戏 、汽车电子等产业 ；

生物医药细分为医药制造 、生物制药 、中药 、化

学制药 、医疗器械等产业 ；新能源 、新材料细分

为半导体照明 、充电电池 、环保等产业 ；光机电

一体化细分为光机电一体化和数字仪器仪表产

业 。完成了 枟全球若干领域重要技术发展趋势报

告枠 和 枟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枠 。

【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法制环境进一步完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批复同意深

圳市作为 “国家电子政务试点城市” ，深圳成为

全国首个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城市 。深圳将以国家

改革开放的 “窗口” 和 “试验场” 的定位承担起

在全国电子政务建设方面先行一步的历史重任 。

为构建全市信息化建设的良好政策法制环境 ，在

总结 、梳理历年政策法制的基础上 ，２００６年正式

颁布出台了 枟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电子政务工作的意见枠 和 ８ 个配套文件 ：

枟深圳市电子政务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深圳市政府

信息公开规定枠 枟深圳市电子政务项目建设管理

暂行办法枠 枟深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

办法枠 枟深圳市政府公众网站管理暂行办法枠 枟深

圳市党政机关内部计算机网络建设和管理暂行办

法枠 枟深圳市电子政务标准化管理暂行办法枠 枟深

圳市社区政务信息化管理暂行办法枠 。 “１ ＋ ８” 文

件的颁布不仅为全市电子政务发展构建了规范

化 、法制化的支撑环境 ，而且对今后全面推进信

息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

枟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 “十一

五” 规划枠 　 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１０年 ，信息技术

应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全面普及深

化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显著提高 ，信息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信息化综

合水平在国内保持领先 ，基本建成 “数字深圳” ，

为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

具体目标 ：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各领域应用全面普及深化 ；信息产业保持国内领

先 ；社会公共事业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 ；建成世

界先进水平的通信基础设施 ；建立较为完善的信

息化支撑体系 。

六大战略重点 ：创新政府公共服务 ；培育新

的知识创新型产业集群 ；推进社会事业信息化 ；

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推动数字城市建设 ；

改善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 。

枟规划枠 体现了深圳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

设 “和谐深圳” “效益深圳” 和 “国际化城市”

“自主创新城市” 的城市发展战略对信息化的要

求 ，以及利用深圳在国内领先的信息化地位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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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优势 ，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格局

中先行探索 ，实现跨越式发展 、率先发展的深圳

特色 ，是 “十一五” 期间深圳信息化事业抓住历

史机遇 、实现创新发展的总纲领 。

社区信息化试点示范工程 　深圳市罗湖区是

国家发改委的 “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 试点项

目 。根据社区工作的特点 ，试点平台通过单点登

陆有效整合了社区现存的多个应用系统 ，为社区

工作人员提供了界面统一 、简单易用的 “政务

通” 功能 ，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 。通过统一接

口 ，实现平台与劳动 、社保 、计生和卫生等上级

部门下发的业务系统的数据共享与交换 ，探索出

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新模式 。通过区数据中心的建

设 ，实现 “数据一次采集 ，资源多方共享” ，保

证了基础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并为提高社区

服务和综合管理水平 ，优化和创新工作模式提供

保证 。该项目已通过验收 。

同时 ，制定了 枟社区服务与综合管理信息化

技术规范枠 ，由市质监局正式向社会发布 。这是

国内第一部由标准化主管部门发布的社区信息化

技术标准 ，为规范社区信息化建设 、促进信息资

源共享和系统互联互通提供了技术保障 。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６年 ，来自韩国 、日本 、

保加利亚 、印度 、伊朗 、印尼 、英国 、美国 、匈

牙利 、加拿大 、新加坡 、以色列 、澳大利亚 、奥

地利 、德国 、荷兰等 １６个国家的科技交流代表

团访问深圳 ，积极协商 、共同建立政府层面合作

平台 。

根据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 ，组团

前往德国 、俄罗斯 、美国 、巴西 、日本 、韩国 、

泰国 、印度 、英国 、西班牙等国访问 ，进行科技

交流活动 。参加了 “CeBIT２００６” 展览 ，组织赴

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科技和经贸合作交

流活动 ，赴美国考察和学习 LED半导体照明产
业 ，访问了硅谷高新产业带 、波士顿高新企业 、

新泽西高新产业园区 。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 ，分

别组织了科技企业前往西班牙 、印度等地参展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根据市委 、市政府 “积极完善高新技术产业

链 ，加大高新技术产业链缺失环节的招商力度”

的要求 ，科技部门本年度重点在计算机 、通信 、

软件 、新材料 、新能源 、显示技术 、生物医药等

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加大招商力度 。推动了

投资 ５亿美元的 “日立环球公司硬盘驱动器” 、中

印合作共建 “ITO （软件外包） 、 BPO （商务流程

外包） 基地” “中德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管理”

“中韩 IT企业深圳洽谈会” 等项目的顺利开展 。

自 ２００５年 ５月首次提出 “深港创新圈” 概

念以来 ，在深港两地政府的联合推动下 ， “深港

创新圈” 的概念不断升华 ，不断深化 ，日益深入

人心 。 ２００６年完成了两地政府 枟深港创新圈合作

协议枠 的草拟 ，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开展

建立深港创新圈前期调研与规划工作 ，制订了

枟深港创新圈建设方案枠 ，组织召开 “深港创新圈

专题研讨会” ，争取将深港创新圈打造为区域创

新建设示范点 。围绕 “深港创新合作” 主题 ，深

圳与香港创新科技署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

科技大学就沟通机制 、基金互动 、基地建设等方

面取得阶段性进展 。如协助香港六大研发中心在

深进行企业考察和推介活动 ，安排深港两地政府

领导和高新技术企业高层人员赴香港参加第二届

科技经济高峰会 ，成功举办第二届 “深港创新

圈” 高层论坛 ，与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 枟深圳市

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全面合作备忘录枠 ，并联合

成立了 “先进制造集成技术研究所” 。

积极参与中科院与深圳市及香港中文大学共

建集成技术研究所筹备工作 。多次接待中科院 、

香港中文大学代表 ，安排会谈 、参观企业 、实地

选址考察及与企业开展需求调研座谈 ，赴宁波 、

上海等地取经 ，完成了建所方案 。

（深圳市科技与信息局）

汕 　头 　市

２００６年 ，汕头市科技 、信息化和知识产权工

作围绕汕头市委 、市政府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 、

区域性中心城市 、生态型海滨城市的战略部署 ，

以提高全市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

标 ，大力实施科教兴市和自主创新战略 ，开创了

全市科技工作的新局面 ，科技对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为汕头经

济社会加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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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全市初步形成了由科技

园区 、博士后创业园 、重点实验室 、科研院所 、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构

成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 ２００６年 ，新增省级重点

实验室 １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５家 ，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０家 ，科技类民办

科研机构 ２家 。全市现有科技园区 ６个 ，博士后

创业园 （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 １个 ，省级重点

实验室 ３家 ，市级国有科研院所 １６家 ，市级民

办科研机构 ２家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９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８家 ，国家工

程技术开发中心实验基地 ２家 ，各类科技中介服

务机构 ４１个 。

【产学研结合工作】 　 产学研合作迈上新台阶 。

汕头市政府已与华南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

四川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等 ６所高校签订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 ，

全市已有 ３００多家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

立了广泛的科技合作关系 。 ２００６年 ，该市共承担

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９项 ，获得 ３９０万元的资金

支持 。

【科技发展支撑体系建设】 　 ２００６年 ，汕头市委 、

市政府先后召开了全市学习贯彻全国全省科技大

会精神会议 、全市科技与自主创新工作会议两次

全市科技大会 ，认真传达和学习了国家 、省有关

科技大会精神 ，对推进全市科技和自主创新工

作 、建设创新型汕头进行部署 ，进一步统一思

想 、提高认识 ，形成了全市共同推进科技进步和

创新的共识 。

９月 １日 ，汕头市政府印发 枟汕头市产业技

术自主创新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明确了 “十

一五” 期间该市产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 、

目标任务及重点发展领域 。该规划的实施 ，将大

大提高汕头市产业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 ，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

市长为副组长 ，市直各有关部门 、中央和省驻汕

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市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 ，进

一步加强对自主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 ，确保自主

创新战略的顺利实施 。

进一步加强科技计划管理 ，深化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改革 ，制定了汕头市科技计划管理规定和

专家评审管理办法 ，实行科技项目立项 、过程监

督与后期评价的闭环管理模式 ，逐步形成以竞争

力为基础的公平 、公正 、公开的科技项目管理机

制 。分别组织对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省级科技计划

项目和 ２００５ 年市科技计划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

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 ，努力提高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率 。

围绕该市现代农业 、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社

会发展三大领域 ，认真编制了 ２００６年汕头市科

技计划 ，全年共安排科技计划项目 １５５项 ，计划

总投资 １１畅５ 亿元 ，资金来源以企业自筹为主 ，

其中市财政科技三项费用拨款１ ５４５万元 。预计年

新增产值可达 ４０畅８８亿元 ，年税利 ８畅５亿元 ，创

节汇 ２畅７９亿美元 ，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科技经费

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

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管理 。积极开展科技成

果鉴定 ，认真开展 ２００６年度汕头市科学技术奖

的评审工作 ，共评出汕头市科学技术奖 ６１ 项 ，

并在全市科技与自主创新工作会议上 ，举行了市

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对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奖

励 ，较好地发挥了科技奖励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

的激励作用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１２

项 ，二等奖 ６项 ，三等奖 ６项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在对全市特色产业发展

状况进行摸查的基础上 ，重点对玩具设计与制

造 、医疗信息化 、输配电设备制造等 ３个产业进

行深入调研和整合提升 ，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火

炬计划产业基地 。 ２００６年经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新

技术产业中心审查认定 ，澄海区获准建立 “国家

火炬计划汕头澄海智能玩具创意设计与制造产业

基地” 。 ２００６年 ，这些产业基地新建 ２个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新增 ３家省级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 ；基地及其内驻企业共承担了 ３６项科技

计划项目 ，其中国家级科技项目 ７项 、省级科技

项目 １２项 ，获得 ５７７万元的资金支持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建设 　优化专业镇的建

设环境 。年初 ，召开了全市专业镇工作座谈会 ，

总结该市开展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明确了

全年专业镇建设思路 。 ８月 ，时任市委书记林木

声带领有关部门对专业镇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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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现场会 ，进一步

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 １１月 ，在全市科

技和自主创新工作会议上 ，全面总结了该市开展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以来的经验 ，推广了专

业镇建设的成功做法 ，对下一阶段专业镇技术创

新工作进行了部署 。对有一定产业集群而未形成

规模的镇 （街道） ，进一步加大推动和扶持力度 ，

加快培育形成专业镇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省级技

术创新专业镇 ５个 ，专业镇总数达到 ２２个 。大

力推动专业镇与高校 、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结合 ，

加快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不断提高专业镇

特色产业和产品的创新能力 ，有效地促进了专业

镇整体建设水平的提高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

２２个专业镇共建立了技术创新平台 １３个 、科技

服务机构 ２８家 ，拥有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６６

家 ，从事特色产业科技人员达到２７ ０７０人 。据统

计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 ２２个专业镇共有特色产

业工业企业５ ５３０家 ，规模以上的有 ６１５家 ，实现

工业总产值达 ７１２亿元 ，特色产业产值达到 ３５６

亿元 。

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 　 科技园区稳步发

展 。 ２００６年 ，汕头高新区工业总产值 ６６ 亿元 ，

金平民科园工业总产值 １００畅８亿元 ，龙湖民科园

工业总产值 １９６畅６亿元 ，汕头软件园技工贸总收

入 ５畅６亿元 。

重点实验室建设有新进展 。汕头大学承担的

广东省医学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获广东省科技厅

批准组建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已有省级重点实

验室 ３家 。

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新突破 。汕头市科

技局联合金平区人民政府 、汕头大学 、华中科技

大学 ，共同组建了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并依托

该研究院积极搭建广东省轻工装备公共科技创新

平台 。该平台已通过论证 ，列为全省拟建 １０个

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之一 。该平台的建设 ，填补了

该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空白 ，是该市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的一大突破 。此外 ，汕头市水产研究

所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部签订了中

国海洋大学汕头海洋生物研究院建设项目 ，汕头

大千高新科技研究中心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签订

了汕头日化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这 ３个

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 ，将为汕头轻工装备制

造 、水产养殖和加工 、日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技术 、智力和人才支撑 ，进一步提高了这些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 。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取得新成效 。

２００６年 ，新增 ５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１０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全市的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达 １８家 ，市级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达 １９家 。

科技信息平台发挥作用明显 。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全市已建有科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科技成果推

广转化平台 、企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民科企业

服务平台 、软件企业服务平台 、农村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 、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科学数据资源

共享平台 （期刊网镜像站） 等 ８个全市性科技信

息网络服务平台 。汕头科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被

评为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 建设先进单

位 ，受到广东省科技厅的表彰 。同时 ，大力实施

农村科技信息 “直通车” 工程 ，龙湖区外砂镇和

澄海区隆都镇被列为活动试点单位 ，潮南区陇田

镇东华村和南澳县永兴村被确定为 “信息直通

车” 行动挂钩联系点 ，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科技信

息化建设 ，努力发挥科技信息服务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

【科技型企业队伍发展壮大】 　

高新技术企业有较大发展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

增 ６家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４家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 、新增 １５个高新技术产品 。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全市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 １６８家 ，其中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２６家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达 ３７６

个 ，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２２９亿元 。

民营科技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０６年 ，全年

新增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２１家 、市级民营科技企

业 １６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汕头市累计认定的市级

民营科技企业 ５６０ 家 ，其中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２５３家 。全市 ８０％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是民营

科技企业 ，８０％ 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了自己

的技术开发机构 。民营科技企业得到持续健康发

展 ，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根据 ２００６年度全市民

营科技企业统计结果 ，全市被调查统计的 ３２０家

民营科技企业 ，工业总产值为 １８４畅０９ 亿元 ，其

中 ，年工业总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 ５７家 。民营

科技企业已成为汕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

军 、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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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队伍稳步发展 　 ２００６年 ，新增 ２家

经省认定的软件企业 ，新增 ２１个经认定的软件

产品 。全市经认定的省级软件企业有 ２１家 ，其

中 ５家软件企业通过计算机系统集成资质认证 ；

经认定的软件产品有 １００项 ，其中有 ９５项软件

产品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汕头软件园得到持

续发展 ，入园企业达到 ７０家 ，汇集了该市软件

产业的主要力量 。

【科普工作】 　

深入开展 “科技进步活动月” 活动 　 ５月 １５

日 — ６月 １５日 ，汕头市广泛开展了以 “增强科技

意识 、共建创新型汕头” 为主题的 “科技进步活

动月” 活动 ，积极营造全市携手共建创新型汕头

的良好氛围 。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集

中宣传了国家和省 、市有关科技发展规划和政

策 ，进一步提高了全市人民的科技素质 ，增强了

社会各界的创新意识 。

充分发挥科普场馆功能作用 　积极组织省级

青少年教育基地申报省科普项目 ，共有 ２个项目

列入省科普项目计划 ，进一步完善各基地的科普

设施建设 。一年来 ，汕头市 ３个广东省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工作 ，较好

地发挥了基地的科普功能 。汕头科技馆全年共承

办 “２００６年计算机暨通信技术及办公自动化设备

（汕头） 博览会” 等各类展览和科普活动 １２ 场

次 ，各类学术报告会 、讲座 、论坛 、技术演示等

科技活动 ７３场次 ，各类培训班 ６１场次 ，共接受

参观科普展览８２ ０００人次 ，为该市的科普事业做

出了积极贡献 。

【信息化工作】 　

有效整合资源 ，推进全市信息化进程 　 ２００６

年 ９月 ，汕头市政府印发了 枟汕头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信息化 “十一五” 规划枠 ，确定了汕头市信

息化建设的重点目标和发展布局 ，对 “十一五”

期间全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起到权威

性的指导作用 。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汕头电信签订了 枟汕头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与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汕头市分公司信息化

推进合作备忘录枠 ，就推进信息强市建设开展广

泛合作 。同时 ，汕头市信息办与汕头移动公司初

步达成合作协议 ，将组织政府各相关部门建立

“汕头市深化六大信息化服务合作联盟” ，共同推

进汕头信息化建设工作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积极组织推荐有关机构 、企

业申报 “广东省信息化试点示范工程” “省中小

企业信息化示范单位” “２００６年度全省农村信息

化试点示范工程” 、国家电子发展基金等 。

电子政务建设 　加强全市电子政务体系建设

的规划 。汕头市信息产业局牵头组织编制了 枟汕

头市电子政务 “十一五” 规划枠 ，并于 ２００６年 ７

月颁布实施 。规划明确了汕头市 “十一五” 期间

电子政务建设的整体目标 ，即围绕 “一个核心 、

两大门户 、三个体系 、四个中心 、五项支撑 、六

类应用 、七大保障” ，建设市电子政务体系 ，推

动全市电子政务建设 。

根据汕头市政府 枟关于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

高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枠 电

子政务建设的总体目标 ，采用 “一站式” 和 “一

楼式” 相结合的模式 ，积极开展全市统一办公自

动化系统 、网上审批系统 、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

统等方面的应用 ，推进全市 “一站式” 电子政务

建设 。同时 ，结合全市 “一站式” 电子政务建

设 ，开展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和应急指挥系统

建设 。

进一步加大对电子政务项目建设的统筹管理

力度 ，完善专家评审机制 ，增强电子政务项目建

设的计划性 。 ２００６年 ，经组织专家论证评估 ，全

市有 ６个电子政务建设项目通过了评审 ，涉及投

资金额１ ８５０多万元 。同时 ，继续加强电子政务项

目的管理工作 ，更新了 枟市直单位办公自动化配

备标准枠 。加强对全市办公自动化设备采购的技

术审核 。

电子政务项目应用取得新进展 。汕头市委交

换系统区县子系统正式开通 ，实现了办公自动

化 、信息资源化和传输网络化 ，对市机关效能建

设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外砂机场边检启用新一

代出入境边防检查信息系统 ——— “梅沙” 系统 ，

实现了网上追逃边检 “无缝” 链接 ；汕头市企业

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开通试运行 ，实现了中国

及六国二组织综合专利信息检索 、汕头重点行业

专利信息检索及战略分析 、企业专利信息库建设

及战略分析等 。汕头市政府门户网站在全国政府

门户网站排名中列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第三名 。

信息产业发展 　加快建设汕头软件园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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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业发展 。 ２００６年 ，汕头软件园的集聚孵化

能力进一步增强 ，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一批软件

产品形成著名品牌 ，并占领国内市场越来越大的

份额 ，如 “穿越血站网络管理信息系统” 已占领

全国大部分市场份额 。根据汕头市的医疗软件和

医疗设备信息化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医疗信息化

产业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特点 ，

积极筹建 “广东省火炬计划汕头市医疗信息化特

色产业基地” ，探索一条建设汕头软件园的新路

子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省级软件企业 ２家 ，累计

２１家 ，新增软件产品 ２１项 ，累计达 １００项 ；新

增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２１项 ，累计达

到 ９５项 ；有 ２１个软件项目列入国家 、省 、市各

级各类科技计划 ；汕头软件园 ６６家入园企业年

销售收入达到 ５畅６亿元 ，其中软件产品销售收入

超 ３亿元 。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 。 ２００６年 ，汕

头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体的技术层次取得较

大提高 ，规模不断扩大 。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企业中 ，经认定的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３４

家 ，其中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５家 。澄海智能

玩具创意设计与制造产业基地被认定为国家火炬

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潮阳区和平镇 、潮阳区贵屿

镇分别被广东省科技厅认定为音像制品专业镇和

废旧电子信息产品拆解处理专业镇 。

企业信息化建设 　 ２００６年 ，全市举办一系列

推动企业信息化的活动 ：汕头市信息产业局联合

经贸 、电信部门 ，举办了 “信息动力 、商务领航

——— ２００６年汕头市企业信息化高峰论坛” 系列活

动 ，组织了一系列专题演讲以及企业信息化应用

行业解决方案交流会 ，邀请信息化专家团队与企

业进行互动交流 ；开展企业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

征集活动 ，综合评选出 １０家汕头市 ２００６年企业

信息化示范单位 ，１５家汕头市 ２００６年企业信息

化优秀单位 ，６家汕头市首批企业信息化技术推

荐服务商 ，为本地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

提供一系列具有实质性参考意义的信息化解决方

案 ，全力推进了全市企业信息化进程 。汕头市信

息产业局联合汕头移动举办了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百

镇信息化巡回讲座汕头站系列活动 ，围绕 “推进

企业信息化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主题 ，

以中小企业信息化以及本地重点行业信息化为重

点 ，共举办了 ７场专题讲座活动及其他配合主题

的系列活动 ，内容涵盖服装业 、玩具业 、纺织

业 、物业管理和知识管理等领域 ，参加活动人员

近１ ０００人次 。活动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研讨 ，理

论结合实际 ，为企业引入先进的信息化理念 ，引

导中小企业充分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有

力推动了企业信息化发展 。

开展园区信息化建设 。积极开展 “中国移动

园区信息化示范点” 的组织认定工作 ，金平民营

科技园升平工业区成为汕头市第一个示范点 。通

过开展园区信息化 ，大大提高了企业生产和园区

办公室的管理效率 。

农村信息化建设 　汕头市信息产业局牵头市

委农办 、市委基层办和市电信局 ，举办了汕头市

“农村信息化示范村” 创建活动 。经评审 ，３０个

村和涉农社区成为首批农村信息化创建单位 。农

村信息化创建单位可免费获得计算机 、打印机等

一批通信及信息产品 ，在宽带接入 、安装电话等

方面的特殊优惠 ，并组织开展信息化培训或举办

特色讲座 。另一方面 ，活动主办单位组织建设了

汕头市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www畅 st３n畅cn） ，

提供电子村务管理 、农村特色产品展示 、供求信

息 、龙头舞台 、政策规范 、焦点关注 、农业科

技 、自建村网站等丰富的功能应用 ，努力实现市

场 、科技和政策等信息进村入户 ，推动农村信息

资源整合 。汕头市信息产业局联合汕头移动开展

了主题为 “实践先进性 、信息服务进农村 、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 “信息服务进农村” 活

动 。在农村大力宣传推广信息化成果 ，培养广大

农民的信息化意识和信息能力 ，并运用信息化技

术手段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使广大农民能够享受

信息化建设的成果 ，体验信息化服务的便利 ，促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９日 ，汕头

市 “信息服务进农村” 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移动

信息化推进农业发展科技讲座活动在澄海区隆都

镇举办 ，拉开了 “信息服务进农村” 活动的序

幕 。汕头市政府建立 “汕头市农村信息化服务推

进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了一支高效的信息服务

队伍 ，进一步整合全市各有关部门分散的信息资

源 ，充分利用 “农讯通” 平台开展工作 ，形成有

效机制 ，为农民群众提供切合实际需要的信息资

源 。该平台由省信息产业厅 、省信息中心和广东

移动公司联合建设 ，平台的信息服务方式已经成

熟 ，得到了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肯定 ，并将成为

８７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汕头市农村信息化服务推进工作的有效手段 。经

组织申报 ，省信息产业厅已批准在该市 ９个站点

建设 “农村信息化体验服务站” ，通过 “整合资

源 、政企互动” 的方式 ，为该市农村提供信息化

硬件设备的同时 ，构建一个农村信息化体验的辐

射网络 ，营造农村信息化的软环境 。

【知识产权工作】 　

知识产权发展环境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 ，成

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为组长 ，各区县政府和有关部

门领导为成员的汕头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领

导小组 ，有力推动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的

开展 。知识产权事业被列入全市 “十一五” 规划

重要内容 ，贯穿于全市经济 、科技和社会发展活

动中 ；在技改项目贴息 、技术创新项目扶持 、科

技计划项目立项 、科技成果认定和科技奖励评审

中 ，知识产权成为重要指标 。 枟汕头市专利保护

和促进条例枠 获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

知识产权专项经费大幅度增加 ，增长率达到了

２７４％ 。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６年全市专利申请量

３ ６５２件 ，授权量２ ２７７件 ，申请量同比增长了

３４畅５％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累计专利申请量为

２０ ８９１件 ，授权量为１４ ７７３件 ，用不到 ３ 年的时

间 ，实现了从 １万件到 ２万件的跨越 ，年专利申

请量 、专利申请总量均稳居全省地级市前四位 。

专利申请结构进一步优化 ，发明专利增速明显快

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全年新增发明

专利申请达 １６０件 ，同比增长了 ５５畅３％ 。

企业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国家

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１家 ，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 １家 ，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３家 ，市级知识

产权优势培育企业 １０家 。这些企业已逐渐成为

该市各个行业的龙头 。作为全市唯一一家省级示

范企业的奥迪公司 ，平均每两天申请一件专利 ，

公司产品几乎都是专利产品 。 ２０家市级知识产权

优势培育企业 ，２００６年新增专利申请 ３３４件 ，其

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同比增幅分别达

２６６％ 和 ８７％ ，专利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７畅２１亿元 ，

占企业销售总额的 ３１畅６％ ，同比增长了 ３３畅８％ ，

实现利税 ０畅７１亿元 ，占企业利税总额的 ３３畅４％ ，

同比增长了 ３３畅９％ ，出口创汇３ ９２５畅５万美元 ，占

企业出口创汇总额的 ６８畅７％ ，同比增长了

３９畅２％ 。

知识产权扶持工作 　专利技术孵化实施成效

明显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有 １３项专利技术被列入市

专利技术实施孵化工程 ；有 ３项专利技术被推荐

列入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均获得省 、市专项资

金扶持 。一年来 ，列入市专利技术实施孵化工程

的 １３个项目 ，新增专利产品销售收入 ４畅３８亿元 ，

实现利税 ０畅６４亿元 ，出口创汇１ ３７６畅２５万美元 ，

带动了企业 ２畅３６亿元的投入 ，产生了很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

一批优秀专利项目和优秀发明人脱颖而出 。

一年来 ，该市有 ２２项优秀专利技术和 １０名发明

人先后获得国家和省 、市专利金奖 ，专利优秀奖

和优秀发明人奖 ，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奖金 ２００

多万元 。这些获奖项目和个人涵盖了该市各主导

产业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获得市

政府首届专利奖的 １８个项目 ，２００６年的产值达

１７畅１亿多元 ，出口创汇４ ５７５万美元 ；首届表彰

的 １０位市优秀专利发明人 ，其产业化的专利技

术一年来产生经济效益 ７畅１５ 亿元 ，实现利税 １

亿元 ，出口创汇１ ５８３万美元 ，有些技术已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可替代进口产品 。

知识产权宣传和执法工作 　专利行政执法与

刑事执法紧密衔接 ，横向执法交流与协作进一步

加深 。全年共查处专利侵权案件 １６宗 ，其中涉

外案件 １宗 ，有效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给企

业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 。成立了市保护知识产权

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为全国 ５０个举报投诉服务

中心之一 ，开通了全国联网 “１２３１２” 举报投诉

公益电话 ，形成部门互动 ，为及时有效地排解知

识产权纠纷 ，查处侵权案件 ，开辟了新途径 。

【重大科技活动】 　

· ２月 １６日 ，汕头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学

习贯彻全国全省科技大会精神会议 。

· １１月 ２３日 ，汕头市委 、市政府在市委会

议中心召开全市科技与自主创新工作会议 ，认真

传达学习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加快发展专业

镇工作会议 、科技工作会议 、自主创新工作现场

会议精神 ，对全市科技与自主创新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 。对荣获 ２００５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的 １１个项目和 ２００６年度汕头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的 ６１ 个项目进行表彰 ；潮南区人民政府 、

９７２地市科技概况



金平区永祥街道办事处 、澄海区东里镇政府三个

单位在会上介绍了专业镇建设中的经验和做法 。

· ９月 ２８ — ２９日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

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汕

头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联合主办 ，

汕头市科技局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汕头生

产力促进中心承办 ，潮州市科技局 、揭阳市科技

局和汕尾市科技局协办的 “２００６粤东新材料技术

成果洽谈会” 在汕头市召开 。

· ３月 １５ — １６日 ，由汕头市政府和广东省科

技厅主办的 “汕头海洋藻类科技发展论坛” 成功

举行 。

· ８月 １６ — １７日 ，由全国台湾研究会 、广东

省科技厅 、汕头市人民政府主办 ，由市科技局具

体承办的 “第四届海峡两岸 （农业） 高新技术产

业交流与合作发展研讨会” 在汕头市举行 。

科技进步活动月 　 为配合全国 “科技活动

周” 和全省 “科技进步活动月” 活动 ，积极营造

全市携手共建创新型汕头的良好氛围 ，从 ５月 １５

日 — ６月 １５日 ，在全市广泛开展了以 “增强科技

意识 、共建创新型汕头” 为主题的 “科技进步活

动月” 活动 。活动月期间 ，开展了 “２００６年企业

信息化高峰论坛系列活动总结表彰大会暨世界电

信日纪念活动” 、 “２００６年 （第八届） 计算机暨通

信技术及办公自动化设备 （汕头） 博览会” 、 “科

普文化广场” 、纪念 “六 ·五” 世界环境日广场

活动 、 “科普影视进校园” 、 “汕头大学科技开放

日” 、百幅科普图片巡回展 、 “科普教育基地开放

月” 、 “防震减灾” 科普宣传咨询活动等多形式 、

多学科 、多渠道的科普宣传和科教活动 ，受到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据统计 ，活动月

期间 ，仅全市科协系统就举办科技讲座 、科普宣

传 、科普活动 、科普集市 、科技下乡 、科普图片

展览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科技素质培训班

１７３场次 ，投入活动科技人员１ ８００多人 ，接受教

育的干部 、群众 、学生人数达 ２８万多人次 ；发

送科技资料 、科普书籍共 １２０ 多种 ２０ 万多份

（册） ；利用各种媒体举办专题报道 １５０多场次 。

活动月期间 ，深入宣传了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 枟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枠 枟国务院实施 枙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枛 的若干配套政策枠 等科

技发展规划和政策 ，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对 枟汕

头市科学和技术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枠 枟汕头市产业技术自主创新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枟汕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十

一五” 规划枠 枟汕头市电子政务 “十一五” 专项规

划枠 修改稿的意见 ，有关单位还开展了 “自主创

新” 主题报告会 、 “建设创新型汕头” 征文评选及

枟建设创新型国家 ———大型图片展枠 等活动 。

活动月期间 ，市直有关单位坚持把关注 “三

农” 、服务 “三农” 作为重点 ，深入开展了 “科

技专家进村服务” 、 “信息服务进农村” 、送科技

书籍下乡 、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和农业专家现场

咨询集市 、 “科普快车乡村行” 等活动 。各区县

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积极开展以 “新农村 、新观念 、新面貌 、新

生活” 为主题的科普图片展览 、科技咨询 、义医

义诊等科教活动 ，举办科学施肥 、科学种植和病

虫害防治等农业科学知识宣传 。通过开展活动 ，

使广大农民了解和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农业

科技 ，解决了农民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受

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

（汕头市科学技术局 　郑 　昊）

韶 　关 　市

【科技计划管理】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韶关市

组织申报国家 、省科技计划 １１６项 ，获国家 、省

批准立项支持 ９０项 ，被列入重点新产品计划 ９

项 （其中国家级 １ 项 ，省级 ８项） 。国家 、省科

技计划的组织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国家级火

炬计划项目 ———韶关市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制造

的 “参芪扶正注射液” ，是历经 １４年研制成功的

国家中药二类新药 ，为国内首创的纯中药澄明大

输液 ，具有益气扶正的功效 ，被评为国家重点新

产品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 ，２００６年该产品年销售

收入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４０％ 以上 ，约 １畅５亿元 ，利税

８ ６００万元 。

韶关市国家科技兴贸计划 ——— “利用环保型

硫酸体系技术生产高比容腐蚀箔” 项目总额投资

３ ０００万元 ，项目完成后 ，可新增年产腐蚀箔 ２００

０８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万平方米 ，新增销售收入６ ８００万元 ，利润１ ４６５

万元 ，税金１ １１９万元 。

此外 ，韶关市共组织实施市本级科技计划项

目 １２２项 ，项目涵盖科技创新项目 、制造业信息

化专项 、民营科技发展专项 、沼气综合利用技术

示范等 。

【民营科技经济】 　 ２００６年 ，韶关市亿立仪表衡

器有限公司 １５家企业被省科技厅认定为广东省

民营科技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 ８４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据统计 ，２００６年 ，全市民营

科技企业工贸收入达到 ４２畅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９畅６％ 。 ２００６年 ，民营科技园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８畅０５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９畅４％ ；完成工业增加值

６畅１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８畅１％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７畅２２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４％ ；税收收入突破１０ ２００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０％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５ ０６０万

元 ，同比增长 ３４畅６％ 。

【科技中介服务】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韶关市共认

定登记各类技术合同 ７５ 项 ，涉及工业 、交通 、

通讯 、环保等领域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技术服务和资金保障 。

韶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筹备工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 ，在选址和引进项目入孵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

该项工作已列入韶关市委 、市政府的重点工作 。

【产学研合作】 　市科技信息局对全市产学研合

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 ，摸清了全市产学研合

作的基本情况并制定了相关的发展规划 。结合韶

关市的产业实际 ，加强了与华南理工大学 、中南

大学 、暨南大学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中科

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农科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所

的产学研合作 ，大力开展项目合作和成果引进工

作 。如与科研院所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有 ：植物

园与天井山林场的生态旅游 、科普基地 、珍稀苗

木的培育 ，始兴华南植物园高山植物及部分奇异

花卉生态过渡型苗圃 、澳洲植物引进苗圃基地

等 。与高等院校合作的项目有 ：乳源东阳光精箔

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合作研究开发的 “空调铝箔

用特种环保型亲水涂料” 等 。此外 ，市科技信息

局引导翁源县江尾镇 、南雄市坪田镇 、浈江区犁

市镇和曲江区大塘镇等省级专业镇与华南农业大

学 、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对接 ，形成合作关系 。

【科技成果与奖励】 　在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技进

步奖获奖项目中 ，韶关市有 ３项荣获二等奖 ，分

别是 “计量数据自动采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１２０t转炉冶金优化集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和

“基于 VPN光纤骨干网与 T‐C／S结构的高可维护
型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系统” （第三完成人）。在

２００６年度韶关市科技进步授奖项目中 ，有 ７５项

获奖 ，其中一等奖 ６项 、二等奖 １９项 、三等奖

５０项 ，获奖单位 ８４个 ，获奖人数 ４２７人 ，均创

历史新高 。获奖项目中有工业项目 ２５ 项 ，２００６

年度新增产值 ７畅２亿元 ，新增利税 ２畅８１６亿元 ；

农业项目 １９ 项 ，２００６ 年度新增产值 ２畅４ 亿元 ，

新增利税 １畅１亿元 。

韶钢计量数据自动采集管理系统 　该项目是

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实际 ，与广东亚

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于 ２００１年开始研究 。

该项目根据 “局部集中 ，就近上网” 的总设计思

想 ，实现了企业三大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

流） 基础数据的自动采集和管理 。在促进企业生

产经营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源的调配 、管理 、利

用 ，实现节能降耗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

项目采用国际上先进的计量数据管理技术与自主

开发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处于同行业同类技

术的国内领先水平 ，可在国内冶金行业中推广实

施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它的成功实施 ，使企

业年创经济效益达５ ２１２万元 ，对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

１２０t转炉冶金优化集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实现了转炉顶底复吹与溅渣护炉技术 、转

炉煤气与蒸汽回收技术 、炉外精炼和宽板坯连铸

生产技术等多项国内外先进工艺技术和韶钢自有

技术的优化集成 ，建成了具有韶钢特色的现代转

炉冶金新技术生产线 。该项技术达到国内同类技

术的领先水平 ，为企业节能降耗 、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产品的质量 、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累计新增利润 ２畅４亿元 ，新

增税收 １畅２亿元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韶关市知识产权工

１８２地市科技概况



作紧紧围绕工作目标 ，切实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工

作 ，建立完善专利奖励和资助机制 ，加大知识产

权信息化建设力度 ，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网

络 ，抓好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和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 ，向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出了

枟关于加强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进企业技

术创新致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一封信枠 ，有针对

性地为企业提出了许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建

议 ，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知识产权工作跃上新台

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专利申请量为 ４６１件 ，专

利授权量为 ２２５ 件 ，比上年分别增长 ５２畅１％ 、

９７畅４％ 。拥有注册商标１ ８７６件 ，拥有广东省著名

商标 ８ 件 ，拥有广东省名牌产品 １９ 个 ，拥有

PCT 申请 １ 件 ，拥有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４

家 。韶关市武江区被列入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县

（区） ，仁化县实验学校被列入广东省中小学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 ，广东五联木业

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通运达机器有限公司 、韶

关雅仕发服装有限公司 、韶关市华利迅机器有限

公司 、韶关市伟光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韶关市鑫

海仁丹钨业有限公司共 ６家企业被省科技厅认定

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韶关原来的 １８家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省科技厅两年一度的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的考核验收 。全市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从

２００２年的 １７家跃升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４２家 ，其中国

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２家 ，初步形成了光机电

一体化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医药等高新技术领

域群体 ，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市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主要载体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为 ７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６畅７％ 。高新技术

企业已成为韶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载体和技

术创新主体 。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全年共扶持 ４家企

业组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其中省级 １家 、

市级 ３家 ，４家企业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吸收和开

发行业共性技术的重要基地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

市先后组建了 ２１家市级工程中心 ，涉及光机电

一体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医药等行业 。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根据国家和省火炬计划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条件 ，韶关市以实施

火炬计划为抓手 ，着力扶持特色 、优势产业发

展 。 ２００５年成功创建了 “广东韶关液压油缸特色

产业基地” ，至 ２００６年底 ，该基地已有 １０多家油

缸企业 ，江浙一带的液压油缸企业和产业链配套

关联企业也开始到韶关市寻找合作项目 。韶关市

油缸企业从最初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十几家 ，职

工总数达４ ０００人 ，形成了液压油缸及机械装备产

业雏形 ，年产值达 ８亿元 ，税利达 １畅２亿元 。

２００６年 ，韶关市又创建了 “韶关乳源铝箔特

色产业基地” 。韶关乳源铝箔特色产业基地的建

立 ，对相关企业做大做强 ，打造韶关 “铝箔” 产

业品牌 ，加速铝箔产业聚集和延伸产业链 ，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 ２个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有力地带动了特色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形

成 。铝箔基地实现总产值 ３６畅７亿元 ，利税 ５亿多

元 ，从业人员达８ ０００多人 ，科技人员１ ５００多人 ，

生产建筑面积达 ３５万多平方米 ，形成上下游高

新技术特色产业集群 ，成为国内外极为关注的铝

箔产业基地 。

【信息化建设】 　

企业信息化建设 　韶关市通过开展企业信息

化宣传 、培训 ，提高企业对信息化建设和 “企业

上网工程” 的认识 ；逐步引导和促进高新技术企

业 、民营科技企业在互联网上建立企业网站 。此

外 ，市科技信息局总结了企业信息化建设比较成

功的经验和做法 ，编写了 ３万多字的 枟韶关市企

业信息化应用案例汇编枠 ，并精心编印了一批

枟信息化助力企业枠 的宣传手册 ，发放给本地企

业 ，广泛宣传和推广企业信息化 。

２００６年 ４ — １１月 ，根据韶关市中小企业的行

业状况 、产业特点以及信息化建设情况 ，举办了

８场 “推进企业信息化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 ———广东百镇信息化巡回讲座活动” ，参与的

企业达 ２７８家 ，参加人员达 ６７０多人次 。

农村信息直通车 　 ２００６年 ，韶关市积极组织

实施 “农村科技信息 ‘直通车’ 工程” ，加强了

对各县 ２００５年度直通车项目的跟踪服务和管理

工作 。联合韶关市农业局等有关部门 ，建立了韶

关市农业科技专家库 ，组织各县 （市 、区） 做好

２００６年度重大科技专项 “广东省农村科技信息

‘直通车’ 工程” 项目的申报工作 。 还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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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直通车 ———广东青年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行动” ，建立乐昌和村 、黄坌村 、上廊村 ，

仁化县高莲村 、上寨村 ，始兴县瑶族新村 、玲珑

新村 ，乳源县方武村 、杨公岭村等 ９个 “信息直

通车” 农村青年信息服务示范点 ，并在当地开展

了相关的信息服务工作 ，分期分批开展信息员培

训工作 。

信息产业的发展 　 ２００６年 ，韶关市完成企业

软件登记产品 １个 ，通过软件企业审核 １家 ，截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已拥有软件登记产品 ６ 个 ，

通过审核的软件企业 ３家 。积极扶持 TFT‐LCD
靶材生产企业 ，力争建设成为广东省 TFT‐LCD
项目的原材料基地 。

【农业科技】 　

农业科技项目 　全市共有 ２８项农业科技项

目列入国家 、省 、市级科技计划 ，组织实施了 ２０

多项农业科技项目 ，实现经济 、社会效益近 ７亿

元 。如始兴县大果枇杷产业化开发项目 ，投入资

金 ２００多万元 ，开发种植大果枇杷 ４００多公顷 ，

带动周边 ６００多公顷老 、残果园更新改造或转种

大果枇杷 ，促进了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 ，全市农业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两个科技创新平

台作用凸现 ，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

南雄烟草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对烤烟新品种

进行选育 ，已选育出了 ３个新品种 ，部分替代进

口烟叶 。此外 ，烟草漂浮育苗技术研究与推广应

用取得成功 ，烤烟平衡施肥技术全面推广应用 ，

密集式烤房及配套技术研究进展顺利 ，烟叶生产

户籍化信息管理系统研究推广应用取得初步成果 。

广东蚕业科技创新中心 　开展了家蚕和桑品

种选育 ，家蚕人工饲料选育及饲料配方研发 、规

模化小蚕共育技术研究及推广取得新进展 ，研究

开发了蚕丝技术新工艺 ，研制出塑料蚕窝 ，果叶

两用无籽桑树品种 “大 １０” 的推广应用等课题已

取得明显成效 。

星火人才培训和科技下乡 　星火技术培训与

科技下乡活动及专家小分队活动有机地结合起

来 ，从课堂 、集市到田间地头为农民现场进行技

术咨询指导 。全年共组织 ５０多期星火技术培训 ，

受益人员５０ ０００多人 ，发放技术资料５０ ０００多份

（册） ，编印了 枟养兰指南枠 技术小册子赠送农户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年 ，创建了

４个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 ，曲江区马坝镇被

认定为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培育 ８个市级

专业镇 。为更好地指导专业镇建设 ，成立了以主

管副市长为组长的专业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市

政府颁发了 枟韶关市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管理办

法枠 ，同时制订了 枟韶关市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实施方案枠 。

２００６年 ８月 ，市科技信息局深入翁源县省级

兰花专业镇江尾镇进行调研 ，寻找工作切入点 。

组织韶关市 ４个专业镇有关人员赴中山市和华南

植物园参观学习 ，组织南雄 、翁源有关人员参加

了广东省科技厅在香港举办的专业镇学习班 。协

助翁源县江尾镇 、曲江区大塘镇 、南雄市坪田镇

做好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实施方案的制定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翁源江尾镇与中科院华南植

物园签定了技术合作协议 ，共同申报 “优质兰花

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项目 。

【 “深藏式沼气池” 示范推广】 　韶关市继续实施

“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新技术示范推广” 项目 。在

乳源洛阳镇 、仁化共和村 、武江区沙山养殖场 、

黄朗村等地推广了 “深藏式沼气池” 专利技术成

果 ，有效解决了普通沼气池冬天不产气 、池内结

壳 、人工排渣等问题 ；尤其是在乳源县一六镇中

心小学建造 １００立方米的深藏大型沼气池 ，拓宽

了沼气能源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既保护了森林资

源 ，节约了能源 ，减轻了学校教学成本和学生负

担 ，又改善了学校卫生条件 、美化了校园环境 ，

提高了师生生活质量 。据了解 ，农村学校使用沼

气技术在全省尚属首次 。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６年 ，地震办公室主要抓了三

项工作 ：一是抓好全市的监测 、宣传 、安全性评

价等防震减灾工作以及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的建

设试点工作 ；二是协助韶关市重点项目办公室完

成北江界滩核电站场址地震活动情况资料的收集

整理工作 ，并做好广东北江核电厂初步阶段地

质 、地震调查工作 ，开展了地震观震台筹建的前

期工作 ，已选定候选点 ；三是通过深入调研 ，与

相关部门合作修订了 枟韶关市地震应急预案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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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韶关市地震应急指挥体系建设 。

【科技记事】 　

· １月 １８日 ，全市科技 、信息化 、知识产权

工作会议在湖心宾馆召开 。会议总结了 ２００５年

度全市科技 、信息 、知识产权工作 ，部署了 ２００６

年工作 ，表彰了一批在科技管理 、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 、信息化推进 、专利工作等方面成绩突出的

先进单位 。

· ３月 ２３日 ，市科技信息局被省科技厅评为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创新基金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韶关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被评为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创新基

金工作优秀服务机构 ；高新科科长黄新文同志被

评为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创新基金工作优秀个人 。

· ５月 １１日 ，韶关市科学技术大会在韶关市

委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会议全面部署全市科学技

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和产业技术自主创新 “十

一五” 规划 ，明确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和政策措

施 ，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构建创新型

韶关 。大会表彰了 ２００５年获得该市科学进步奖

的 ６６项科学技术成果 。

· ５月 １３ — １４日 ，应韶关市政府的邀请 ，中

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一行

１１人来韶关考察洽谈 。

· ５月 ３０日 ，武江区被省知识产权局确定为

广东省 ２００６年知识产权试点区域 。

· ５月 ３０日 ，韶关市金科信息网络中心被省

科技厅评为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建

设先进单位” 。

· ６月 ２６日 ，广东松日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被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认定为 ２００３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合格

企业 。

· ９月 １５日 ，韶关液压件厂有限公司研发的

“自动增益控制伺服液压缸 （AGC油缸）” 、丽珠

集团利民制药厂研发的 “参芪扶正注射液” 、广

东雷霆国药有限公司研发的 “纯中药冠心康片”

３个项目获科技部立项为国家火炬计划 。韶关东

南轴承有限公司研发的 “新型高性能轿车轮毂轴

承” 、乳源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研发的 “应

用硼酸工艺生产高比容铝箔” ２个项目获科技部

立项为国家重点火炬计划 。

· １１月 ２０日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基金网站公布韶关市 ２家企业获得立项 ，韶关

胜利油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 “锂电池厂废气中

的氮甲基吡咯烷酮的回收利用技术” 项目和韶关

市富洋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 “低密度 、高强度粉

末冶金工程机械衬套” 项目分别获得立项支持 。

· １１月 ２１日 ，韶关市东南轴承有限公司的

“高性能轿车轮毂轴承开发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

在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中中标 。

· １２月 ３０日 ，韶关市有 ３家企业被省科技

厅批准为省创新型企业 。

（韶关市科技信息局 　刘锡禧）

河 　源 　市

２００６年 ，河源市共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 ５６项 ，其中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１项 、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 ４４项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１１项 ；

被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４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

业 ４家 ；创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个 ；

认定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１家 ；列入省级专业

镇技术创新试点 ３个 ；省级鉴定科技成果 ２项 、

市级鉴定科技成果 ５ 项 ；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项目 １项 ，评审和奖励市科技进步

奖项目 ２０项 。申请专利 １３６ 件 ，授权 ４２件 。

【民营科技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 ，

全市新认定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４ 家 、省级民营

科技企业 ４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有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 １５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８９家 。 ２００６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约 ７４亿元 ，约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 ２４畅７％ ，比上年增长 ３９畅２％ ，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 １畅８ 亿美元 ，占全市总出口额的

３１％ ，比上年增长 ７９％ ，高新技术产品涉及电子

信息 、生物医药 、光机电一体化 、新材料等技术

领域 。

河源市中创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的 “电磁屏蔽

布技术开发” 项目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上同

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项目达产后可年新增产值

６ ０００万元 ，利税１ ２００万元 。河源普益硬质合金

厂有限公司承担的 “PY４０T强韧性高硬度硬质合
金产业化技术开发” 项目的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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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先进水平 。该项目已进入产业化生产 ，年

新增产值３ ３００万元 ；智能电力监控仪表 、头孢类

原料药及产品 、传真机 、水泥外加剂 、聪明人饮

料 、霸王花米排粉等产品的产业化 ，以及板栗 、

茶叶 、春甜桔 、猕猴桃 、鹰嘴蜜桃 、早钟六号枇

杷等的产业化种植 、加工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

益 。广东瑞昌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 “无公害瘦

肉型猪养殖示范基地” 和紫金县盛辉庄园的 “紫

金县特色水果示范基地” 被列入省级健康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 ，河源市三友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等 ９

个单位被列入省级省畜牧星火产业带 。

【产学研结合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日 ，河源市

科技局邀请华南理工大学 、省农业科学院 ２０多

位专家 、教授 ，在河源市开展产学研活动 。来自

全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 、省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

省市技术创新专业镇 、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单位 、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农业龙头企业 、

种养专业大户和部分民营企业等 １００多家企业和

农业生产单位 １５０多人参加了产学研活动 。通过

洽谈 ，该市企业与华南理工大学 、省农科院达成

了技术合作意向 ５２项 ，有 ７家企业现场就与华

南理工大学 、省农科院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 。通

过此次活动 ，该市企业进一步加强了与华南理工

大学 、省农科院的联系和合作 ，对提高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各县区科技局也结合本县区实际 ，积极引导

企业加强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

如和平县成立了 “仲恺农学院 （和平） 产学研基

地” 和 “仲恺农学院 （和平） 科学实验室” ；河

源绿纯酿酒厂与省农科院联姻 ，建成了优质糯米

种植基地 ；连平县科技局与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植物医院签订协议书 ，成立广东省农科

院植保医院连平分院 ；紫金县附城镇六和庄园与

省农科院联合开发山楂糕和山楂叶茶制作技术 。

【企业技术创新】 　 ２００６年 ，河源市科技局依托

企业创建了河源市五指毛桃种植与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和河源市兽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等 ２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个 、

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１ 个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８个 。这些技术研发中心的创建 ，聚集

了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员 ，添置了一批科研仪器

设备 ，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如广东省硬

质合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加大了研发经费的

投入 ，购置了仪器和设备 ，进一步增强了研发能

力 ，当年开发出了 FM 系列高性能牌号硬质合
金 。河源力王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车用空调机 、

商业用中央空调机 、地铁城轨中央空调机等产

品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其生产的空调机占

国内市场的 ３０％ 。

【科技服务能力建设】 　进一步加强金科网站建

设 。市金科中心在确保网络系统安全和正常运行

的基础上 ，结合工作实际 ，着重对网站内容进行

了充实 ，提高了信息更新频率 。在 ２００６年广东

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建设十周年工作总结

会议上 ，被评为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 （金科网）

建设先进单位 。各县区也逐步完善了金科网站建

设 ，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科技信息服

务 。建立了广东省专利信息服务平台河源分站 ；

技术培训设施不断完善 。

在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下 ，市及部分县区都

建立了科技培训中心 ，购置了一批设备 ，培训能

力不断提高 。市 、县区科技局办公自动化水平不

断提高 ，实现了网上申报项目 ，网上开展技术交

流 。市 、县区科技局积极派干部参加省科技厅组织

的业务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科技管理和服务水平 。

【专业镇建设】 　各专业镇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需

要和产业特点 ，构建科技服务平台 ，从技术 、信

息 、产前产后服务等方面为特色产业发展服务 。

如船塘镇与省农科院合作进行有机板栗栽培技术

研究 。连平县上坪镇通过专业镇建设 ，为鹰嘴蜜

桃产前 、产中 、产后提供全程技术服务指导 ，提

高了鹰嘴蜜桃的产量和质量 ，扩大了种植面积 。

该镇被认定为 “中国鹰嘴蜜桃之乡” 。龙川县上

坪镇积极探索金桔品种改良和规模化生产 、产业

化发展的路子 ，全镇扩大金桔种植面积 ２０公顷 ，

２００６年全镇金桔总面积已达１ ６６６畅７公顷 ，金桔

产值可达２ １２５万元 。

【科技成果推广】 　 ２００６年 ，大力抓好以 “深藏

式” 沼气池专利技术的应用推广为重点的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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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示范推广工作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累计建造

“深藏式” 沼气池 １ ５００个 ，建池容积规模近

２０ ０００立方米 。按照省科技厅的要求 ，市科技局

还派技术人员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建造 “深藏

式” 沼气池示范池 。此外 ，还推广到普宁市 、湛

江市 、韶关等市 。为了加快 “深藏式” 沼气池专

利技术的应用推广 ，市科技局依托河源市龙源生

物能技术开发中心 ，积极开展 “深藏式” 沼气池

的应用推广工作 。重点在每个县区抓好 １个 “深

藏式” 沼气池推广应用示范村 ，以提高示范显示

度 ，并在专业镇 、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镇及

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率先建造 “深藏式” 沼

气池 。从示范和应用情况来看 ，效果相当显著 ，

建一个成一个 ，一批 “猪 —沼 —果” “猪 —沼 —

鱼” “猪 —沼 —菜” 的示范户展现在群众面前 ，

深受群众的欢迎 。同时 ，抓好 “深藏式” 沼气池

标准的制订工作 ，市级标准已被批准执行 ，并申

请省级标准认定 ，为下一步在全市及其他地方加

快推广打好基础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全市申请专利 １３６

件 ，同比增长 ６３畅９％ ；有 １家企业被认定为广东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加强专利执法 ，按照省知

识产权局的统一部署 ，对市区大型超市和茶庄进

行检查 ，均未发现 “飘逸杯” 冒充专利产品 。市

知识产权局联合市人大教科文卫侨委员会和市政

协经济委员会对全市贯彻落实 枟专利法枠 情况进

行全面调研 。市科技局会同市教育局 、团市委 、

市少工委在河源市第三小学开展知识产权中小学

试点教育 。

【防震减灾工作】 　 按照 “积极 、慎重 、科学 、

有效” 的原则 ，加大了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力度 。

认真做好市青年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

２００６年 ，市地震应急指挥中心已建成使用 。

（河源市科学技术局）

梅 　州 　市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科技局紧紧围绕梅州市委 、

市政府提出的 “经济打好攻坚战 ，社会过好稳定

关” 的工作目标 ，积极实施 “四个梅州” 发展战

略 ，在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 、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 、专业镇建设 、防

震减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 ３４９畅２４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９畅８％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７７畅５８ 亿元 ，增长

４畅１％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５３畅３６ 亿元 ，增长

１５畅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１８畅３０ 亿元 ，增长

７畅４％ 。第一 、 二 、 三产业构成比例为 ２２畅２ ∶

４３畅９ ∶ ３３畅９ 。梅州市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市区居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９ ２５９元 ，剔除价格上涨因

素 ，实际增长 ６畅３％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４ ３６９元 ，剔除价格上涨因素 ，实际增长 ４畅３％ 。

科技队伍加强 ，科技事业不断发展 。 ２００６年末国

有企事业单位共有自然和社会科学专业技术人员

７万人 。科技综合实力得到大幅提高 ，２００６年梅

州市科技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达 ５６％ ，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３％ ，梅州市科技局被国家科技部授予

“星火科技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

【科技政策法规建设】 　

制订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 　按照梅州市

委 、市政府的要求 ，梅州市科技局起草班子 ，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梅州实际写出初稿 ，发

至各县 （市 、区） 和市直有关单位 ，广泛征求意

见后 ，形成征求意见稿 ，经梅州市科技局领导班

子讨论 ，形成 枟梅州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

划枠 （报送稿） ，会同梅州市发展与改革局审议 ，

将 枟梅州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报送稿）

呈报梅州市人民政府审定后 ，梅州市科技局与梅

州市发展与改革局会签 ，发至各县 （市 、区） 和

市直有关单位实施 。

制订两 “中心” 管理办法 　为实施 “四个梅

州” 发展战略 ，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 ，扶持一批企业建立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 ，梅州市科技局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梅州

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进行调研 、论证 ，

完成 枟梅州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办法枠

的起草 。按照有关规范化文件出台要求 ，经梅州

市法制局审议后报梅州市人民政府审定 。 ２００６年

４月 ， 枟梅州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办法枠

发往各县 （市 、区） 科技局 。

为加强梅州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和管

６８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理 ，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科技研发 、孵化 、示范和

推广等方面的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梅州市科技局积极协调有关部门 ，在广泛征求意

见后 ，根据有关规范化文件出台要求报市人民政

府审定 。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正式出台 枟梅州市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管理办法枠 并发往各县 （市 、区）

科技局 ，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 。

【科技计划实施】 　 ２００６年 ，在梅州市科技系统

的共同努力下 ，在科技项目立项方面有新突破 。

向国家和广东省科技厅申报并成功获得立项的科

技项目达 ７６项 ，立项率 ５８％ ，争取各类科技经

费首次突破２ ０００万元 ，创历史新高 。

梅州在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中实现零的突破 ，争取经费 ２２０万元 。获得立项

的项目是 ：广东华银集团有限公司的 “流感病毒

等呼吸道病原体系列快速诊断试剂盒研发及产业

化” 和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的 “广东青

蒿和青蒿素复方的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 。 ２００６

年 ，梅州市推荐申报的 ３项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创新基金” 项目均获得立项 ，资助经费 １６０万

元 ，超额完成了广东省科技厅下达的任务 。

【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民营经济占

梅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０％ ，新增 １１家省级民

营科技企业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梅州市共有省级民

营科技企业 ７２家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认真实

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 ，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梅州市有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７家 ，市级 ４家 ；省级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 ３家 ，国家级 １家 ；生产力促进中心 ５

家 ；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５０家 ，国家级 １家 ；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７２家 ；外贸进出口优势企业

１２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４家 ；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 ２８家 ；省级专业镇 １２个 ，市级专业镇 １６个 ；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３个 ；丰顺县被国家科

技部批准为 “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 ，成为梅州市

首个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 。梅州初步建立起具有

地方特色 ，在全省山区市居前列的科技创新体系 。

【产学研合作】 　加强对龙头企业的扶持 ，发挥

科技示范带动作用 。从 ２００２年起 ，梅州市先后

在电声 、木材加工 、药用包装材料及铜材深加工

等重点支柱行业中 ，培育龙头企业组建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带动行

业关键技术攻关 ，提高竞争力 。积极协调华工梅

州技术研究院与梅州市有关企业开展科技攻关 ，

促进华工与梅州市开展全面科技合作 ，联合申报

省级科技重大招标专项 ，为梅州市工业企业提供

科技支撑 ，开展产学研活动 ，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梅州市科技局联合华南理工大学梅州技术研

究院 ，在大埔县高陂镇 （省级陶瓷专业镇） 举办

以 “推进企业信息化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技术培训 ，邀请华南理工大

学陶瓷专业的两位博士和企业信息化技术专家授

课 ，企业厂长和技术主管共 ２５０ 多人参加了讲

座 。通过培训 ，开拓了企业厂长 、经理和工程技

术骨干的视野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科技成果奖励】 　根据 枟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奖励办法枠 ，２００６年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经

评审委员会专家评议和梅州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审查 ，共有 ４７个项目获得 ２００６年梅

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广东梅县梅雁电解铜

箔有限公司的 “９微米双面粗化电解铜箔” 获得

一等奖 ，另外获得二等奖的有 １１项 ，三等奖 ３５

项 。获奖的 ４７项累计新增产值３４ ５０７万元 ，年

新增利税４ ５９９万元 。

重大科研成果选介

· ９微米双面粗化电解铜箔

完成单位 ：广东梅县梅雁电解铜箔有限公司

“９微米双面粗化电解铜箔” 是为高容量锂离

子电池研制的特种性能电解铜箔 ，具有自主专利

技术 ，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产品填补国

内空白 。该项目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

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 SYP‐X型印台斜向平移式平面半自动丝网
印刷机

完成单位 ：兴宁忠仁特种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SYP‐X型印台斜向平移式平面半自动丝网
印刷机” 是一种特殊的丝网印刷机 ，关键技术是

印刷台板能够斜向平移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填补国内空白 。该技术可广泛适应于印刷 、

包装 、广告 、服装 、电子等行业 。该项目获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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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梅州市龙丰垃圾填埋场沼气回收与能源利

用技术

完成单位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深圳相

控科技有限公司

“梅州市龙丰垃圾填埋场沼气回收与能源利

用技术” 应用于城市垃圾填埋场的综合治理 ，采

用 ３R循环利用环保技术 ，包括 ：垃圾填埋气体

回收和资源利用 ；垃圾填埋场沥出液的循环净化

处理 ；垃圾填埋场土地美化处理利用 ，并且利用

收集到的沼气进行发电 。该项目获得梅州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三系杂交稻原种提纯繁殖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 ：梅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三系杂交稻原种提纯繁殖技术研究与应用”

历时 １７年 ３４造 ，从一选四圃到一选二圃不断创

新技术 ，改进应用单株选择 、合理安排播错期 、

阔大行比 、父本两边插植等关键技术 ，累计提繁

合格原种 ３万公斤 ，质量均达省和国家标准 ，为

粮食增产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该项目获得梅州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外科治疗 ———心脏不

停跳及左房迷宫技术应用

完成单位 ：梅州市人民医院

“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外科治疗 ———心脏不

停跳及左房迷宫技术应用” 是浅低温体外循环不

断升主动脉心脏空跳下行心内瓣膜置换术 ，能够

提供良好的心脏保护效果 ，避免了心肌缺血和再

灌注损伤 。左心房迷宫技术简化了手术降低费

用 ，转复后可恢复心房收缩功能 ，防止心房内血

栓形成 ，达到省内先进 ，填补了梅州市内空白 。

该项目获得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梅州市电信安保消防集中监控系统

完成单位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

“梅州市电信安保消防集中监控系统” 利用

梅州电信内部 DCN 网络 ，采用统一系统平台 ，

具有全面接入监控功能 、完善的扩展功能 、三层

二级的灵活的系统架构 ，实现了对梅州电信全市

７３个机楼的 ８３套火灾烟雾报警系统的集中监控 。

该系统获得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知识产权与技术市场】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专利

申请量 ２０３件 ，其中发明 ３０件 ，实用新型 ７３件 ，

外观设计 １００件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畅８％ ；专利

授权量 １３３件 ，其中发明 ２４件 ，实用新型 ４７件 ，

外观设计 ６２件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畅８％ 。

２００６年 ，成功调解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２宗 ，

查处冒充专利案 ２宗 ，开展专利执法行动 ７次 ，

出动专利执法人员 ３０多人次 ，先后检查了一些

医药商场 、电器商场和超市 ，对违规的专利标

记给予当场纠正 。梅县风华喷雾喷灌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被确定为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 ，兴宁市被确定为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

区域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至 ２００６年底 ，梅州市有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５０家 （国家级 １家 ，２００６年

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７家） ，生产高新技术产

品的企业有 ５３家 ，生产高新技术产品 １０８种 ，产

品涵盖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机电一体

化 、新能源等领域 。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达 ３２畅２３亿元 ，销售收入 ３１畅３２亿元 ，工

业增加值 ９畅０４亿元 ，利税总额 ４畅７亿元 ，分别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 、 ２８％ 、 ３畅９％ 、 ２９％ 。梅州市

高新技术企业技工贸总收入 ３３畅８８亿元 ，销售收

入 ３０畅６５亿元 ，增加值 ９畅６４亿元 ，利税 ５畅１７亿

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畅２％ 、 １７畅１％ 、

２６畅３％ 、 ２６畅４％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科技

局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部署 ，积极开展以县级科技信息中心和镇级 、村

级信息点为主体的信息化工程 ，解决农村科技信

息服务 “最后一公里” 问题 ，以信息化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 、

和谐发展 。努力建设 “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

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 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 。兴宁市 、焦岭县被确立为广东省省级信息直

通车工程示范点 。

【科普宣传】 　 ２００６年 ， “科技进步活动月” 紧

紧围绕 “携手建设创新型广东” 的主题 ，结合

实施 “四个梅州” 发展战略的实际 ，召开科技

部门 、高新技术企业 、民科企业 、 行业协会有

关科技人员座谈会 ，编播 “科教兴市” 电视 、

电台专题节目 ，开展科技培训 、科技咨询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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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下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据统计 ， “科技进步

活动月” 期间 ，梅州市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００ 多

期 ，培训２ ０００多人次 ，送科技下乡 １２０ 场次 ，

参加咨询群众 １２万多人 ，发送科普资料 ２畅８万

份 。 ２００６年 ，梅州市科技局与梅州市科协 、梅

州市电视台 、梅州市广播电视台继续联合在梅

州电视台播出 枟梅州科技枠 专栏节目 ，主要宣

传梅州市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先

进典型的企业 ，宣传为梅州经济 、科技发展作

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企业家等 ，营造有利于科

技创新的大环境 。

【防震减灾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６日 ，台湾南

部海域发生 ７畅２级地震 ，梅州市有明显震感 ，部

分群众曾一度发生恐慌现象 。梅州市地震部门第

一时间向梅州市领导作出汇报 ，与广东省地震局

取得联系 ，做出应急措施 。通过电视 、广播 、移

动通讯等新闻媒体 ，及时向梅州市发布震情 ，认

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纳入国家井网的梅县

柱坑井 （粤 ０１井） 和龙虎井 （粤 ０２井） ，在广东

省观测资料评比中被评为优秀 。

【科技记事】 　

· ２月 ，梅州市委 、市政府举办梅州市专业

镇发展论坛 。会上 ，梅州市委 、市政府对专业镇

的建设提出要求 ，要求成立梅州市专业镇建设领

导小组 ，要求高规格完成 “梅州市专业镇建设的

规划” 。

· ８月 ，在梅城隆重召开了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６

年度梅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大会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６年度科技进步奖获奖的 １０２个项目

完成单位 。

· ６月 ，梅州市市级专业镇评审工作会议召

开 。会上 ，专业镇领导小组成员进行深入的评审 ，

通过评审的 ８个镇成为梅州市首批市级专业镇 。

· ９月 ，梅州市委 、市政府召开技术创新座

谈会 。

· １０月 ，召开梅州市市级专业镇评审工作会

议 。通过评审的 ８个镇成为梅州市第二批市级专

业镇 。

（梅州市科学技术局 　饶火东）

惠 　州 　市

２００６年 ，惠州市科技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和省市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精神 ，积极实施 “自主创

新” 战略 ，全市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大幅度增长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 ，科技成果硕果累累 ，创

新环境进一步改善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科技进

步对工业 、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５３畅３％

和 ４９％ 。

【科技规划】 　 ２００６年 ，颁布实施了 枟惠州市科

学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下称 枟规划枠）。

枟规划枠 对惠州市 “十五” 期间科技工作进行了

回顾总结 ，客观地提出了 “十一五” 期间惠州市

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发展思路与发展目标 ，并

作出了科学的安排和部署 。通过实施 ８个重点领

域和 ８项重点工程 ，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贯

彻落实科技政策 ，加大政府和社会对科技的投

入 ，加强科技管理 ，加大培养和引进高层人才力

度 ，加强发展科普事业和创新文化 ，到 ２０１０年 ，

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符合科技

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区域 、产

业 、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有明显提高 ，基本实现科

技强市 ，初步建成创新型惠州 。

【市属科研所】 　 ２００６年 ，惠州农科所 （区域性

农业试验中心） 实施科技项目 ５２项 ，农作物新

品种引进试种及高产培育 ８６７个 ，完成了 “２００６

年国家玉米 （甜 、糯） 品种展示” 现场展示工

作 ，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 “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

试验站” 。获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技进步奖 １项 ，市科

技进步奖 ２项 。

惠州市水产所围绕 “良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

研究” “现代化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资源开发与

保护研究” “特种水产开发研究” 和 “名优新品

种引种养殖试验” 等项目开展科研试验 ，年内繁

育奥尼罗非鱼１ ９００万尾 ，鲫鱼 ３９０万尾 ，推广面

积５ ０００公顷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惠州市林科所的 “南方红豆杉引种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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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项目通过市级科技鉴定和省科技厅成果登

记 ，获 ２００５年度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 “城

市森林植被恢复技术推广” 项目全市推广种植面

积达 １万公顷 ，获广东省 ２００５年度农业技术推广

奖三等奖 。东江树木科技示范园建设进展顺利 ，

枟大亚湾铁炉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枠 编辑完成 。

【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６年 ，新培育认定省级民

营科技企业 ２２家 ，全市民营科技企业达到了 １４７

家 。全市全年民科企业技工贸总收入超 １３０亿

元 ，实现利税 ６畅４亿元 。全年组织 ４７家民科企

业实施科技项目 ４２ 项 ，其中 ，国家级 １项 ，省

市级 ４２项 ，获国家和省 、市的扶持资金 ６７６万

元 ，其中省级以上扶持资金 ３５４万元 ，市财政支

持资金 ３２２万元 ；组织民科企业培育创新平台 ６

个 ，累计达 ２９个 ，占全市创新平台的 ５５畅７７％ ；

在 ２００５年度市级科技进步奖励中有 ６个民科企

业项目获奖 ，其中 ，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 ２ 项 ，

三等奖 ３项 。

【科技中介机构】 　 ２００６年 ，惠州市生产力促进

中心不断强化中介服务职能 ，在科技项目申报 、

中小企业培训 、产学研合作 、知识产权培训 、专

业镇建设 、 枟惠州科技枠 杂志的编撰发行和科技

网站改版等工作上 ，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 枟惠州

科技枠 杂志和科技网站实行了全面改版 ，以全新

的面貌面向大众 ，成为惠州市科技政策宣传 、科

技成果推广 、创新经验交流和产学研合作的重要

平台 。先后举办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基金申报工作培训 、惠州市科技干部业务培训和

惠州市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统计业务培训等业

务培训 ，提高了该市科技工作者的业务素质 ，增

强了中介机构科技服务意识 ，提高了服务素质和

水平 。

【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 　

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 　 ２００６年共受理申报项

目 ４２５个 ，比上年增 ６２畅０％ 。其中 ，企业申报省

级以上项目 （有资金扶持） １２２ 个 ，比去年增

２３９％ ；企业申报市级项目 （有资金扶持） １６７

个 ，比 ２００５年增 ２４０％ ；申报医疗项目 １２９ 个 ，

批准立项 １０６项 。

获批准实施省级以上项目 ６６项 ，其中国家

项目 ３项 ，省级项目 ６３项 ，获扶持资金３ ７３０万

元 ；实施市级科技项目 ７１项 ，支持经费２ ２００万

元 。全年财政对科技投入达５ ９３０万元 。

科技奖励 　 ２００６年该市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４项 ，其中二等奖 １ 项 ，３等奖 ３项 。评审并颁

发两年一度的市级科技进步奖项目 ４３项 ，其中 ，

个人突出贡献奖 １人 ，科技进步一等奖 ６项 ，二

等奖 １２项 ，三等奖 ２４项 。

科技成果推广 　 ２００６年组织市级科技成果鉴

定 １４项 ，科技水平均达到或超过省内先进水平 。

列入 ２００６年全国重点新产品推广计划 ２项 ，省

级计划 ３２项 。全年技术市场交易 ２５宗 ，合同交

易金额达１ ４１７畅１８万元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２００６年在企业中新组建

各级各类工程中心 １２家 ，其中 ，组建 “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 １家 （TCL 集团）、省级工程

中心 １家 、省农业创新中心 １家 、市级工程中心

８家 、农业创新中心 １家 。新建广东省专业镇 １

个 、市级重点实验室 １个 、星火产业带 １个 。至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全市共组建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达到 ５２家 （其中国家级 ３家 、省级 １４家 、

市级 ３５家） ，２个博士后工作站 ，１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 ，４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４个专业镇 ，１个

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１个省级城镇化技术集

成应用试点镇 ，３个省级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和 ２个星火产业带 。 ５２家工程中心依托的企业总

产值达 ９２９亿元 ，新产品产值达 ６７７亿元 ，税后

利润达 ６２畅６亿元 ，技术自给率达 ５３％ 以上 。以

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初步建成 。

【专利与成果产业化】 　

专利申请 　 ２００６ 年 ，全市专利申请 ８７７件 ，

其中发明专利 ７５件 ，实用新型专利 ３７７件 ，外观

设计 ４２５件 。授权 ６４１件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１件 ，

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１件 ，外观设计专利 ３１９件 。

专利资助 　 ２００６ 年 ，市资助专利项目 １３４

项 ，其中 ，发明专利 ２４项 ，实用型专利 １１０项 ，

资助资金共 １１畅８万元 。

专利执法 　 ２００６年 ，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

件 ４宗 ，结案 ２宗 。专项执法 （联合执法） 行动

４次 ，共出动执法人员 ８３人次 ，检查了 ４家商场 、

超市和药店 ，检查商品１ ０００多种 ，其中有专利标

０９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记的商品 ８０种 ，发现不规范专利标记 ２种 。

专利成果产业化 　市财政设立知识产权专项

奖金 ，专利成果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速 。 ２００６年 ，

申报并实施省知识产权局专利技术计划项目 ３

个 ，获扶持资金 １５万元 ；市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项目 ６项 ，获支持资金 ７８万元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３０％ 。不断加强试点 、示范工作 。 TCL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获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 ，惠州亿伟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东方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获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 （全市累计 ７ 家） ，

市知识产权局新认定博罗昊能电器灯饰有限公

司 、博罗全成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燃料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惠州兆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州雷

士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５家企业为惠州市知识产

权优势民营企业 ，累计达 ２５家 。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园区建设 　 ２００６年 ，惠州市被国家

科技部批准为 “国家火炬计划数码视听产业基

地” ；仲恺高新区被广东省科技厅批准为 “省火

炬计划激光头产业特色园区” ，扩区工作稳步进

行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惠州园区在紧

锣密鼓筹建 ；大亚湾石化工业区积极申报国家特

色产业园区和组建创新服务体系 。至 ２００６年 １２

月 ，惠州市拥有 ２个国家级开发区 （惠州仲恺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 ３个省级开发区 （惠州市工业园区 、惠阳三

和经济开发区和大亚湾石化工业区）、 １个省级民

营科技园 。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６年 ，新认定省级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 ２１家 ，全市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１５８家 ，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５家 ，产

值超 １００亿元的企业有 ３家 ，超 １０亿元的企业有

１６家 。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 ０４０畅５９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５畅３７％ ；实现工业增加

值 １９３畅０９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２畅３２％ ；产品销售收

入１ ０１４畅０１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２畅７２％ ；出口创汇

７５畅５７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９畅７８％ ；利润 ２２畅３４亿

元 ，同比增长 ９３畅０４％ 。

组织认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和知识 “两个

密集型” 企业 ３家 ，总数达到 ２８家 。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００６年 ，组织申报广东省高

新技术产品认定 ２２种 ，累计达 １３６种 。全市实

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９０８畅６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７畅４２％ ；产品增加值 １７６畅６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０畅７２％ ；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６４畅５亿美元 ，同比

增长 １０畅８４％ ；产品利税总额 ３７畅７１ 亿元 ，比增

９８畅６７％ ；利润 ２０畅５４亿元 ，比增 ８４畅７０％ 。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６年 ，争取省级立项的农业项

目有１０项 ，扶持经费 １９１万元 ；市级农业项目立

项 ２１项 ，支持经费２８２万元 。新组建各级创新平

台 ４个 ，其中 ，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１家 、省

级专业镇 １个 、市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１家 、市

级农业重点实验室 １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农业

创新平台累计达 １３家 。申报省批准组建 “广东

省甜玉米健康种植示范基地” １ 个 。至 ２００６ 年

底 ，全市已有 ３个农业示范基地 。

２００６年 ，争取省科技厅扶持资金 ４０ 万元 ，

加大对农村 “信息直通车” 工程建设 。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已累计投入专项经费超过 １００万元 ，完成

了市 、县农业科技信息综合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及

配套设施建设 ，实现省 、市 、县信息资源共享 。

２００６年完成 ２８个试点乡镇的信息终端系统建设 ，

１２月 ２０日 ，全市 ２８个 “科技信息服务站” 正式

挂牌启用 。

【科技合作】 　 ２００６年 ，惠州市产学研合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惠州市政府与华南理工大学全面合

作推进顺利 ，有效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为企

业自主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惠州市有 １０多家

企业的 ２０多个项目先后与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

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华

南理工大学等省内外知名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 ，

分别在信息 、化工 、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 ，通过

多途径 、多层次和大力度地开发引进高校的资

源 ，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 ，推广先进技术 ，开发

新产品 ，取得了显著成效 。

２００６年 ，共申报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１２项 ，

５项获得立项 ，包括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基于闪联标准的数字家电新型人机交互平台” 项

目 、惠州亿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能锂／亚硫

酰氯电池功能电解液产业化” 项目 、惠州天缘电

子有限公司的 “基于大容量半导体存储器的车载

多媒体终端” 项目等 ，共获省级扶持资金 ３６０万

元 ，有力地推动了惠州市产学研活动的快速发展 。

１９２地市科技概况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６年 ，惠州市政府九届 ６２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了 枟惠州市防震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完成了 １个测震台 、 ３个数字

强震台和市地震应急指挥中心 （第一期） 的建设

及调试工作 ，并于上半年全部投入使用 ；启动了

地震前兆观测站和群测群防观测点的建设 ；开展

了大跨度工业厂房 （特别是针对上世纪 ８０年代

所建的厂房）、水利设施 、中小学校舍和地震应

急指挥中心数据库等有关方面的调查 ，初步建立

了地震应急指挥中心数据库 ；严把抗震设防关 ，配

合广东省地震局对惠州市艺术中心 、科技馆和体育

中心等大型场馆实施地震 “安评” 工作 ，为全市 ２０

个建设项目提供了地震小区划成果报告 ，完成了水

北村 “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 的建设任务 。

２００６年是近年来防震减灾宣传投入和形式最

多 、力度最大 、效果最明显的一年 ，共印发了 ３

万多份防震减灾法规和知识小册子 、折页 、图片

和 VCD等资料 ，创办了 枟防震减灾工作参考枠 ；

组织田家炳中学和市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功举行了一

次规模较大的地震模拟演练 。积极应对台湾海域

“１２ · ２６” 地震的波及影响 ，采取应急果断措施 ，缓

解了群众的恐慌情绪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

（惠州市科技局 　诸惠芳）

汕 　尾 　市

２００６年 ，汕尾市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以人为本 ，紧紧围绕汕尾市第四次党代会提

出的 “全面推进奔小康 ，再造一个新汕尾” 的中

心任务 ，始终坚持把推进自主创新摆在科技工作

的突出位置 ，为汕尾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汕尾建

设提供了良好的科技支撑 。

【科技政策法规】 　汕尾市委 、市政府制定了鼓

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 ，出台了 枟中共汕尾市

委 、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枠 ，在该文件中 ，提出了

“经市认定的技术研发中心 ，按不低于 １０万元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 。

汕尾市科技局会同发改局 、经贸局联合制订

了 枟汕尾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办法枠 ，

开拓了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的新局

面 ；编写 枟汕尾市科学和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

划枠 ，科技工作有了新蓝图 。市委书记戎铁文同

志提出要着力在 “八个加快推进” 上狠下功夫实

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新部署 。陆丰市委 、市政府印

发了 枟中共陆丰市委 、陆丰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实施意见枠 。

【科技园区建设】 　千方百计推进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 “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等园区建设 ，

科技园区建设有新进展 。重新编写了 枟广东汕尾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纲要枠 ，再次组织

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申报材料 。以广

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 “汕尾发光元器

件特色产业基地” 为依托 ，积极组织申报 “国家

火炬计划汕尾发光元器件特色产业基地” ，１０月

下旬正式启动汕尾市信息产业生产基地建设 。不

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积聚度 ，使之成

为粤东地区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

【科技示范 、试点建设】 　 全市各级政府上下联

动推进专业镇建设 ，簇群经济发展有新势头 。组

织条件成熟的 ３个市级专业镇申报省专业镇技术

创新试点 ，陆河县东坑镇 、陆丰市东海镇获批准

为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全市的省级专业镇

由 ３个增加到 ５个 。通过抓专业镇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 、实施专利战略 、名牌战略 ，提升了专业镇

技术创新能力 ，使专业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新

发展 。如海丰县 ，全年共举办企业研讨会 ６ 场

次 、专利讲座 ５场次 ，指导专业镇企业走 “科技

兴企” 之路 ，做强做大了专业镇的支柱产业 ，７

个专业镇 （２个省级 、 ５个市级专业镇） 的经济

就占了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８０％ 。仅海丰县公平

镇 ，６０多家企业就拥有 １００多个品牌商标 ，３家

企业获 “广东省名牌产品” 和国家免检产品称

号 。海丰县可塘镇 、陆河县螺溪镇获省批准为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示范试点单位” ，全

市的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示范试点单

位” 由 １家增加到 ３家 ，比增 ２００％ 。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全市市级和各县 （市 、

区） 的科技情报所 、 “金科信息中心” 、生产力促

进中心正常运作 、稳步发展 ，对促进科技成果转

２９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化 、科技合作与交流 、加强科技服务能力等的意

义日益显现 ， “孵化器” 功能有新提升 。如汕尾

市科技情报所构建了汕尾市科技咨询专家库 ，首

批入选的专家 １４２人 。以金科信息网络为平台 ，

大力推进电子政务 、企业信息化 、农村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卓有成效开展工作 ，２００６年汕尾市金科

分中心被省科技厅评为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先进单位 。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２００６年 ，汕尾市各

级科技管理部门采取多项有效措施鼓励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在实施专利中尝

到甜头 。

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呈加速增长态势 ，全市

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已分别达到 ２４１件 、 １１９件 ，

与 ２００５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 ５０畅６％ 、 ２０畅２％ ，专

利申请量增幅在全省排第三名 。

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与省发明专利优秀奖 ，填补了

汕尾市的空白 。海丰嘉美涂料有限公司 ，一直坚

持自主创新 ，潜心研制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新产

品 ，目前拥有多项科研成果和十多项专利权 ，产

品多项填补国内空白 ，成为国内同行业的佼佼

者 。该公司自主创新的 “抗沾污内墙乳胶漆及其

配制方法” 被授予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与省发明专利优秀奖 。

海丰金丰农机公司的 “长牌轴流泵技术开

发” 项目 ，由于产品抽水功率大 、使用方便 、价

格合理 ，深受群众欢迎 ，批量销售省内外 ，广东

省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

【科技项目组织与成果管理】 　 ２００６年 ，汕尾市

组织实施省级各类科技项目 ３０项 ，争取科研经

费 ４３５万元 （含科学事业费及科技专项补助费）。

政府共下达了三批市级社会发展类别的科技计划

项目共 １８项 ；下达了市级科技计划三项费用项

目 １８ 项 ，安排市本级科技三项费用 ２１０ 万元 。

市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开展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度全市

承担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绩效评价 ，收取自

评报告及信息统计表 ５２份 ；组织相关单位认真

开展 “十五” 期间农业领域科技计划项目总结工

作 ，按时上报项目总结表 １５项 ；加强对市级实

施的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和财务监督 ，促进了科

技计划项目的有效实施 。 ２００６年组织鉴定 、验收

的科技成果共 １０项 ，受理 ２００６年度市级科技进

步奖申报奖励项目 ３２项 ，强化了科技成果管理 。

【专利工作】 　

开展多形式的宣传教育 　汕尾市各级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联合工商管理部门 、文化管理部门举

办了 ２场次知识产权咨询活动 ，接受咨询人数达

１ ０００多人次 。在陆丰市东海镇 、甲子镇等企业比

较集中的乡镇举办专利讲座和培训班 ８场次 ，参

加培训人员达到 ５００多人 ；全市电视台多次滚动

播出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提供的知识产权电视公

益宣传片 ，在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 ，

共向社会发放宣传资料２ ０００多份 。在 枟南方日

报枠 等发表专利信息 ２０多篇 。

加强对专利的行政执法 　在 “４ · ２６” 期间 ，

汕尾市整规办 、知识产权局 、公安局 、工商局 、

文化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 ，在汕尾范围内开

展了两次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活动 ，共检查大型商

场 ８家 、药店 ６家 、茶叶商铺 ４家 ，抽查有专利

标识的食品 １１２件 、药品 ４６件 、茶具 ２９套 ，查

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３宗 ，检查服装生产工厂 ５

家 ，查扣涉嫌侵权产品 １００件 。积极稳妥地开展

专利侵权案件的查处工作 ，共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案件 ４宗 ，其中涉外案件 ３宗 ，协助汕尾市专利

权人开展市外维权案件 １宗 。

加强专利实施管理工作 　组织申报专利技术

实施计划项目 ４项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１家 、中

小学知识产权试点学校 ２所 、广东省专利奖项目

１项 。完成了 ２００４年度广东省专利实施项目的绩

效评价工作 ，其中民营企业项目 ２项 ，知识产权

保护和宣传项目 ２项 。协助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完

成了专利实施企业的调查工作 ，汕尾市有 ７６家

企业接受了调查 。

【高新技术企业】 　至 ２００６年底 ，汕尾市现共有

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７家 ，总产值达到 ４４亿

元 。汕尾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粤东五市

（包括梅州市）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的 ５７畅６％ ，

成为粤东地区最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如信

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投资兴建 TFT 生产
线 ，首期投资 ３０亿元 ，设计产能为 ３万片／月的

第二代 TFT （基版尺寸为 ３７０mm × ４７０mm） ，计

３９２地市科技概况



划 ２００７年 ７月试产 。在信利公司的带动下 ，液

晶显示 、电子元器件等 IT 信息制造业的产业链
不断拉长 ，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迅速发展 。

【农村科技】 　农村科技工作的重点主要立足于

培育龙头企业 ，创办产学研结合的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区 ，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 ，加大资源开发和应用技术 、农产品绿

色生产技术 、农业标准化等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有较大推动作用的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工

作 。如海丰县创办农业科技示范点 ９个 ，提纯复

壮地瓜品种 ２个 ，选育和提纯水稻品种 ２个 ，引

进 、表证水稻新品种 ６个 ，推广标准化 、健康种

养技术 ５项 ，引进蔬菜 、林果及经作品种 １批 ，

发挥了示范 、推进作用 。陆河县 ２００６年共推广

茄子 、菜芯 、豆角 、苦瓜等 １８个新品种 ，种植面

积约 ４００公顷 ，每公顷为种植户创收纯利 ３万元 ，

农民在新品种种植增收１ ２００万元 ，为特困县的早

日脱贫奔康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 。

与此同时 ，按照省科技厅的统一部署 ，选择

了海丰 、陆河两县四个村委会作为农村 “科技信

息直通车” 重点示范点 ，为信息闭塞的农村与外

界取得联系搭建了信息平台 。

【科普宣传】 　在 ２００６年 “科技进步活动月” 期

间 ，举办大型活动 ２场 ，各项技术培训班 １００多

场次 ，科技下乡现场咨询活动 ２８场次 ，发送科

普技术书籍５ ０００多册 、技术资料 １０万份 ，赠送

水稻 、果蔬种籽等良种１ ０００多包 ，举办大型图片

展览 ８期 ，出版专栏 ５６个 ，挂贴宣传标语 ４８０多

幅 。组织各类科技人员 ３００多名参加科技下乡 ，

有５ ０００多人接受培训 ，参与活动的近 １２万人次 。

２００６年 ， “莲花山森林公园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 被省科技厅 、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 、省

旅游局 、省科协联合授予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基地” 称号 。

【地震工作】 　

“四台一库” 建设 　强震台建设方面 ：红海

湾强震台已经完成了监测设备的安装 ，开始测试

运行 ；陆丰 、陆河强震台已经完成了建设场地勘

测 、机房建设 ，避雷设施安装等 ，海丰强震台和

数字前兆台也在抓紧建设 。数字前兆台建设方

面 ：完成了前兆台观测点水文 、地质 、地理 、周

围干扰源的现场踏勘和评估以及预选点背景值的

测试等一系列前期工作 。地震应急数据库方面 ：

已收集了汕尾市市直有关单位的地震应急基础资

料 ，汕尾各县 （市 、区） 的资料收集工作正在进

行 。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联合陆丰市科技局 ，邀

请广东省地震局专家在陆丰市技工学校 、陆丰市

碣石镇政府分别举办 ２场 “地震与海啸” “地震

与核安全” 专题报告会 ，在互联网上宣传防震减

灾知识 ；在汕尾市主要区各街道悬挂宣传横幅 ；

在科普宣传栏上展示 “纪念邢台地震 ４０ 周年 、

唐山地震 ３０周年” 等图片 ；在汕尾市地震安居

工程示范村宣传 “农村建房抗震” 知识 。

稳妥处置地震波及事件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６日

２０时 ２６分和 ２０时 ３４分 ，在台湾南部海域分别

发生了 ７畅２ 、 ６畅７级地震 ，两次地震都给汕尾市

带来较强震感 。地震后 ，汕尾市地震局迅速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 ，做到 “六个及时一个准确” ，即 ：

及时启动 “地震应急预案” ；及时获取震情三要

素 ；及时向汕尾市委办 、市府办汇报震情 ；及时

通过电视 、通讯公司手机短信等媒体发出公告 ；

及时接听群众来电 ；及时向汕尾各县 （市 、区）

地震管理部门发出震情概况 ；准确解答震情并提

出震后趋势判断意见 ，有效消除市民的恐慌心

理 ，稳定了民心 。整个地震应急工作井然有序 ，

处置及时得当 ，大批群众都能够自发跑到 “汕尾

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避险 。

此外 ，还做好地震安居工程示范工作 ，２００６

年在华侨管理区建立汕尾市第一个地震安居工程

示范村 ，并通过验收 ；做好地震安评监管工作 ，

加强与规划等部门的协调 ，加大监管力度 ，完成

了市区龙富广场 、鸿景园 、红海大酒店 、黄金海

岸 、大中华等建设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

作 ；提出建立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工作方案 。

【重大科技活动】 　

· ５月 ３０日 ，汕尾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 。

· ６月 １４日 ，“广东省星火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

暨科技下乡活动” 在陆河县河田镇隆重举办 。

（汕尾市科技局 　陈明舜）

４９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东 　莞 　市

【重大科技活动】 　

东莞市科学技术大会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东莞市召开了科学技术大会 。本次大会是东莞市

历年来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和成效

最显著的一次科技工作专题会议 。东莞市委 、市

政府几套班子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市委书记 、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 ，会议颁布了 枟关于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建设创

新型城市的意见枠 ，明确提出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 ，每

年安排至少 １０亿元 ，连续五年超过 ５０亿元 ，建

设 “科技东莞”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为基本模式 ，以产业集群为依托 ，以

科技园区为突破口 ，以产学研合作为着力点 ，以

企业为主体的建设 “科技东莞” 、走东莞特色自

主创新之路的基本思路 。会议期间 ，还举办了

“科技东莞” 专题展 ，以展览的形式对 “十五”

以来东莞市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了总结和评价 ，内

容包括科技东莞背景与内容 、科技东莞基础与条

件两大部分 。

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２１ — ２４

日 ，“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暨’ ０６东莞国际

科技合作周” 在东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本

届合作周是一次成功的科技盛会 ，也是一次有着

鲜明特色的科技盛会 。一是规格高 ，全国人大常

委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发

明协会理事长朱丽兰 ，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宋海等领导出席了开幕

式 ；二是规模大 ，共布置 ８００多个展位 ，展览面

积近 ２万平方米 ，参观观众超过 ３万人 ；三是特

色明显 ，本次活动以 “热诚合作 ，推进创新” 为

主题 ，以发明创造 、工业设计和产学研合作为特

点 ；四是国际性强 ，活动期间 ，有来自欧美 、日

韩和港澳台等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 ；

五是内容丰富 ，成效显著 ，本次活动共组织安排

了 ４个专题展览 、 ７场专题论坛和 ５项专题活动 ，

有 ６３项东莞市产学研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并评

选出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１６１项 、银奖

２５６项 、铜奖 ３４３项 。

【科技东莞工程】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政府颁布了

枟关于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

见枠 ；研究起草了 枟东莞市创新财政科技投入管

理机制实施办法枠 枟东莞市促进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的实施办法枠 等 １１项配套政策 ，为全面实

施科技东莞工程提供操作规范 ；组织制定了 “东

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莞港生产力

促进基地” “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创新平

台” 等近 １０个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 ，有力地促

进了科技东莞工程的实施 。

【民营科技事业】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新增市级民

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６３家 ，分

别累计达１ ３００家和 ３５９家 ，民科企业中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 １５９ 家 。东莞市民科企业技工贸收入

３５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２畅４％ ；共资助 “东莞市

鼓励民间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项目 １３２项 ，

资助金额 ８８畅５ 万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１６％ 和

４６％ 。共登记认定技术合同 ２５项 ，合同交易总额

１３ ６４３万元 ，技术交易金额１３ ４０２万元 ，分别比

上年增长 ２２７％ 和 ４２０％ 。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 ，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

建设公共技术创新平台 　广东电子工业研究

院成立一年多来 ，平台建设逐步展开 ，积极与东

莞市企业合作开发项目 、转移技术成果 ，筹建了

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研发联盟 “芯联” ，研发团

队初具规模 ，并聚集了 １０多家企业入驻 ；东莞

市清洁生产科技中心和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挂牌

成立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莞港

生产力促进基地 、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创

新平台 、中国软件科技城等 ６个科技创新平台正

在筹建中 。

建设行业技术创新平台 　重点开展专业镇技

术创新平台和行业平台建设 ，建立了模具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东莞实验中心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东

莞市 ９个专业镇中共有 ８个专业镇已建设或正在

建设技术创新平台 。

建设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重点发展企业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的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国家

级工程研发中心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东莞市共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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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 、省级 、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 、

１４ 、 ４３家 。

【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科技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工作 ，资本金增加

到 ２亿元 ，公司担保余额约为 ５畅８４亿元 ，比上

年增加 ２畅７１亿元 ，增长率为 ８６％ ；累计担保金

额约为 １３畅２亿元 ，比上年增加 ６畅９６亿元 ，增长

率为 １１１％ ；对科技型企业累计贷款担保约 １０畅７１

亿元 ，占总贷款担保总额的 ８１畅２％ 。东莞市政府

设立风险保证金１ ０００万元 ，由东莞市科技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作为总承贷人 ，负责在东莞市科技企

业中筛选一批有良好资信的企业实施贷款计划 ，

国家开发银行已对东莞市 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贷

款 ，涉及金额７ ７００万元 。积极实施科技型中小企

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开

发银行 、广发证券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东莞科技

企业与资本市场实务论坛” ，并由科技局 、深圳

证券交易所 、市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三方组成

了专门的工作小组 ，制定了详细的东莞科技企业

培育计划 。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６年 ，共组织四次产学研科

技考察活动 ，共 ８０多家企业赴长沙 、合肥 、青

岛 、芜湖等地区进行科技考察 。考察活动收到较

好效果 ，仅在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湘潭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考察时 ，就达成合

作意向项目 ８０多项 。 １０月 ，东莞市政府组团赴

合肥参加中国合肥高新技术项目 —资本对接会 ，

期间 ，还专门召开了东莞市技术需求发布会 ，来

自合肥地区的高校院所共 １８０人参加了发布会 ，

进一步促进了东莞与合肥两地的科技交流与合

作 。一年来 ，东莞市共形成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

１２０项 ，其中 ，参加 ２００６年东莞市产学研合作签

约仪式现场签约项目 ６３项 ，合作高校 ３５所 。组

织 ４７个项目申报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共有 １６

个项目立项 ，获资助经费 ９９０万元 。东莞市也被

批准为首批省部产学研合作示范市之一 。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２００６年 ，粤港关键领域

重点突破联合攻关项目招标工作取得突破 ，东莞

市财政出资３ ０００万元设立粤港招标东莞专项 ，共

有 １７家企业的 １８个项目中标 ，资助金额２ ８５０万

元 ；另外 ，２０多家企业参加广东省粤港招标 ，共

有 ６家企业的 ７个项目中标 ，中标项目数量接近

过去三年的累计总和 ，名列全省第四位 ，其中在

省科技厅组织招标项目中有 ６家企业 ６个项目中

标 ，与佛山市并列全省第三位 。

东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以下

简称 “创新资金”） 项目申报工作取得突破 ，创

新资金资助总额从上年 ５００ 万元扩大到３ ０００万

元 ，共受理申报项目 １２０多项 ，５８个项目获得创

新资金立项 ，资助金额共２ ７２０万元 ；共推荐 ３５

个项目申报国家创新基金 ，东莞市共有 ３个项目

获得国家第一批立项 。

东莞市科技计划的组织申报及评审工作取得

突破 ，共受理科技计划项目 ４８７项 ，立项 ２９０个 ，

安排经费６ ４７４畅３万元 ；市科研发展专项基金共受

理 ９８项 ，立项 ５８项 ，安排经费１ ５２０万元 。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取得突破 ，共受理 １０６个

项目 ，最终确定发明奖 ３项 、科技进步奖 ７０项 ；

推荐申报省科学技术奖励 ３２个 ，有 １个项目获

省科技项目一等奖 。

国家 、省科技项目申报立项工作取得突破 ，

经国家立项 １４项 ，到位经费 ２８０万元 ，省立项

８０项 ，到位经费２ ５２３万元 。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１ ８５３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５ ５１２亿元） 的 ３３畅６％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 ５３５

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２７畅８％ ；新增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 ６４家 ，累计达 ３１１家 ，高新技术企业

工业产值１ １６０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２１％ 。

【国家火炬创新试验城市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 年 ，

东莞市制定了国家火炬创新试验城市试点工作八

大试验内容的具体实施方案 ，成立了创新城市全

市工作小组 ，先行启动三项试验工作 ：一是积极

推进 “育苗造林” 计划 ，对企业创新链的不同阶

段予以资助和扶持 ，包括开展创新资金资助计划

等 ；二是积极建设科技投融资体系 ，有效解决科

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包括设立担保风险保证金 、

实施科技型成长路线图计划等 ；三是积极搭建行

业技术创新平台 ，促进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包括

建设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 、筹建 “芯联” 等技术

联盟等 。与此同时 ，积极启动松山湖东莞火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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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园建设项目 ，争取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升

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专利申请量

为９ ８７９件 ，比上年增长 ４７畅６％ ，其中发明专利

５５３件 ，实用新型专利２ ６０３件 ，外观设计专利

６ ７２３件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２５畅７％ 、 ３２畅１％ 和

５０畅１％ ；授权量为４ ８７２件 ，比上年增长 ５６畅３％ ，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８件 ，实用新型专利１ ７２９件 ，外

观设计专利３ １１５件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６畅７％ 、

５４畅９％ 和 ５７畅６％ 。

专利奖励和资助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资助专利

申请资金共 １１０畅０２ 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０畅４％ 。

评出市专利金奖项目 ４ 个 、专利优秀奖项目 １５

个 ，奖金合计 １１５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３０％ ；有

２６项专利技术被列为 “东莞市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项目” ，共资助 ５２０万元 ；有 ３项专利技术被列

为 “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项目” ，由省资助

１５万元 。

专利保护 　 ２００６年 ，配合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调处专利纠纷案件 ２０宗 ，比上年增加 ７宗 ；调

解会展专利纠纷 ３宗 ，比上年增加 ２宗 ；协助省

知识产权局销毁模具 ３套 ，销毁侵权产品 ２５８畅６２

万件 ；指导第十六届国际名家具 （东莞） 展览会

和 ２００６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相关展览会组委会

开展展会专利保护工作 ；开展查处假冒和冒充专

利行为专项行动 ，检查商品２ ３００多件 。

企业专利工作 　 ２００６年 ，新认定市专利试点

企业 １４家 ，共资助 １４０万元 ，总数达 ４１家 ；新

认定专利重点培育企业 ３９家 ，共资助 １１７万元 ，

总数达 ８９家 ；有 １家企业被评为新一批的广东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总数达 ８家 。

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 　 “４ · ２６” 期间 ，召

开了 ２００５年度东莞市专利奖颁奖大会 ，举办了

“海关罚没产品展” “东莞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巡回

展” 和知识产权模拟法庭活动 ，通过广播电视节

目和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共举

办知识产权专题报告会和论坛 １０多场 ，镇街巡

回讲座 ２３场 ，共有３ ０００多人参加 ；举办了两期

“知识产权管理工程师” 水平认证资格培训班 。

中介机构建设 　增加了 ３家专利代理机构 ，

分别为东莞市冠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厦门

市新华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广州

粤高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东莞市

共拥有专利代理机构 １３家 。

【国际科技合作】 　 ２００６年 ，大力拓展国际科技

合作 ，进一步整合国外科技资源 。在莞瑞 、莞意

合作方面 ，促成了 “中瑞精密制造技术中心”

“机械手表精密计时性能的便携式诊断设备共同

研发”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创新平台及示范工程”

等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在莞韩合作方面 ，举

办了 “首届中国东莞 —韩国庆北科技园国际技术

转移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由韩国庆北科技园组

织了 １５家韩国企业携带成熟项目前来 ，东莞市

共有 ２６个企业与韩方企业签署了承接技术转移

的合作意向书 ，成功配对率达到 １／３以上 。

【科普工作】 　

科技宣传工作 　 ２００６年 ，大力营造科技舆论

氛围 ，在科技大会召开期间 ， 枟东莞日报枠 专门

安排 ６个版面 ，以特刊的形式宣传报道大会精

神 ； 枟科技日报枠 专门安排 ２个版面解析科技东

莞相关政策 ； 枟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枠 以头版头条

和安排 １２个版面宣传东莞市科技大会 ，舆论效

果非常显著 。合作周期间 ，广泛联系国内外 ６０

多家新闻媒体 ，组织起草了合作周前期各项活动

的宣传报道背景资料 ，直接配合 枟东莞日报枠 两

个版面的宣传报道工作 ，收到明显的宣传效果 。

“自主创新” 的舆论氛围逐步形成 ，以研究起草

专题刊物 ，采取采访记 、参观记和报告文学的形

式 ，对东莞市 ３３家自主创新成效显著的企业进

行采访和编写介绍文章 ，同时对其余 １００多家自

主创新型企业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 。

科技馆顺利运营 　 ２００６年 ，东莞市科技馆共

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 ４０万人次 ，没有出现重大

事故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 ，接待

海内外要人 、各级领导和市直部门及兄弟科技馆

参观考察代表团超过 ２００个 ，超过 １万人次 ；接

待现役军人 、老人 、残疾人和不满 １畅１米高的儿

童及市直各部门公务员 ，超过 ５万多人次 ；接待

青少年儿童 、学生 ，超过 ２５万人次 ；接待普通

成人约 ８万人次 。从不同信息来源反映 ，各方面

人士对市科技馆展示内容及服务非常满意 ，社会

效益十分显著 。市科技馆积极开展科技交流活

动 ，已成功举办了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现状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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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攻略论坛等 １７期东莞 “科技周末” 活动 ，并

承办了 “２００６中国城际机器人挑战赛东莞赛区选

拔赛” ，取得很好的效果 。

（东莞市科技局办公室 　钟靖平）

中 　山 　市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紧紧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建设创新型中山和 “两个适宜” 和谐城市的

要求 ，努力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大环境 ，建立

和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支持和组织重点支柱

产业和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快速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 ，提高全民科

技素质 ，为 “十一五” 科技发展开了好头 ，促进

了中山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科技计划】 　 ２００６年 ，全市共获得国家 、省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 １０２ 项 ，获得科技经费支持

３ ６１０万元 ，项目数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加 ４项 、

１ ５８９万元 ，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其中 ，中山

中炬森莱高技术有限公司的 “QNYD８０００‐HP
氢镍动力型蓄电池的中试和生产” 项目被列入

国家 “８６３计划” ，获得经费 ９００ 万元 ；中山利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华南 ‘岭南园林’

型村镇小康住宅技术集成与示范” 项目被列入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获得经费 ４００ 万元 ；中山

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的 “MW 级风力发电机组
设计与制造产业化技术” 和中山市富山玻璃机

械有限公司的 “高精度高质量汽车双曲面钢化

玻璃成套装备的研制” 两个项目中标 ２００６年粤

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分别获得经费 ５００

万元和 ８０万元 ，等等 。 ２００６年中山市科技计划

项目共受理项目申报 ４４７ 项 ，实施 ２１９ 项 ，下

拨经费１ ６４１畅５万元 ，其中中山火炬开发区临海

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港二期扩建出海航

道工程实施方案研究” 项目被列入中山市科技

计划重大专项 ，经费支持 １５０万元 。

【科技政策法规建设】 　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的要求 ，中山市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制定

或修订了多项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 ，

加快构建法定化 、规范化 、制度化的创新政策

体系 ，为建设创新型中山提供可靠的政策法规

保障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新设立了 ３００ 万元专利

专项资金 、 ３００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 ，出台了 枟中山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枠 枟中山市专利奖励暂行办法枠 枟中山市专利

技术实施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枠 枟中山市专利资助

办法枠 枟中山市专利工作体系建设扶持办法枠

枟中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枠 枟关于修订中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通

知枠 枟关于修订中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

则的通知枠 枟中山市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和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暂行办法枠 和

枟关于加快专业镇发展的意见枠 等一系列扶持性

政策文件 。这些政策措施落实 ，将加快建立适

应市场经济条件和自主创新要求的科技管理体

制的步伐 ，营造适宜创新 、引导创新 、 利于创

新的大环境 。

【科技型企业和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００６

年 ，中山市科技型企业数量保持快速增长 。新增

了 ２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３６家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 、 ２家省级 “两个密集型” 企业 、

３７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 ３９家市级民营科技企

业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中山市共有 ７家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１６６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 ５

家省级 “两个密集型” 企业 、 １４１家省级民营科

技企业 、 ４５５家市级民营科技企业 。中山市明阳

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成

为广东省第一批创新型企业试点 。

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迅速发展 。 ２００６年 ，新建了

３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２１家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中山市共有

１２１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其中国家级 １家 、

省级 １２家 、市级 １０８家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已成为中山市企业和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

合作的有效桥梁 ，进行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

重要力量 ，建设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吸引和培养

创新人才的有效载体 。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６年全市各类产学研合作

项目超过 ３００项 ，参与企业超过 １５０家 ，参与高

校 、科研院所近 １００家 ，横向投入科技合作经费

８９２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达 ５亿多元 。

【专业镇和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新

建了南朗镇省级文化旅游类的技术创新专业镇 、

１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和 １个省级火炬

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

１１个省级专业镇 、 ２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 、 ２个省级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黄圃镇还获得

了 “中国家电产业配套创新基地” 称号 。 １１个专

业镇实现工业产值１ ４４５畅７６亿元 ，增长 ２３畅６５％ ，

占中山市工业总产值的 ４７畅９０％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省委书记张德江到中山市考察专业镇发展情况 ，

指出 “发展专业镇是建设新农村的最佳载体 ，是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出路” ，并对中山市专业

镇的发展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这是今后产业

转型 、技术创新的主要平台 。

【科技服务】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科技服务业持续

快速发展 ，全市科技服务业产值达 １畅０４ 亿元 ，

增长 ４８％ ，增加值达 ０畅４１ 亿元 。全市经认定 、

登记的技术合同２ ６０３份 ，增长 ９４畅１％ ，合同金额

６ ２１３畅３１万元 ，为企业减免税额 ３１０畅６７万元 ，增

长 ６０畅３％ 。全市专利申请代理量快速增长 ，专利

中介代理专利申请２ ５３７件 ，增长 １１４畅４５％ 。

中山市加快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科技中介机

构 ，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国家级灯具 、五金

产品检验检测中心落户中山 ，高新区创业服务中

心被授予 “国家级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称号 。

中山火炬科技信息服务中心 、黄圃食品检验检测

和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工业技术研究院

投入运作 ，广东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获省科技厅

批准正式组建 。

中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积极发挥科技中介机

构龙头作用 ，强化功能建设 ，创建成为 “国家创

新基金服务机构” ，面向企业开展多项创新服务 ，

促进新技术 、新产品 、新工艺的转让 、推广和产

业化 。

【科技奖励】 　中山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政策

导向功能 ，突出自主创新和区域创新 ，建立和谐

的科技奖励环境 ，使科技奖励工作确实起到激发

科技创新 、激励科技人员的作用 。该市有 ４个项

目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其中二等

奖 １项 、三等奖 ３项 ；评出中山市科学技术奖 ８４

项 ，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０项 、二等奖 ２５项 、

三等奖 ４６项 ，科技合作奖 ３项 ；评出中山市专

利奖 ３５项 ，其中专利金奖 ８项 、专利优秀奖 ２６

项 、优秀专利发明人 １名 。

【专利与知识产权】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专利申请

总量保持稳步增长 ，质量有所提高 。全市专利申

请４ ２４９件 ，增长 ２５畅０％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１９２

件 ，增 长 ３８畅１％ ；专 利 授 权 ２ ４３５ 件 ，增 长

１５畅５％ 。继续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带动

全市企业专利制度建设和专利信息运用水平的提

高 。 ２００６年 ，新建了 １ 家国家知识产权试点企

业 、 １家省级知识产权试点 、 ２家省级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中山市共有 １家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 、 ４家省级知识产权试点 、 ９家省

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

大力加强专利执法 ，坚决打击侵权违法行

为 ，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共立案准委托专利执法案件 １６

件 ，结案 ５件 ，中止 ６件 ；立案调解 ９件 ，结案

８件 ；查处冒充专利案件 ２件 。经国家最高人民

法院批准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了一审专利

纠纷案件的管辖权 。

中山市还积极构筑知识产权宣传和培训教育

的立体网络 ，深入镇区 、企业 、学校 ，广泛应用

新闻媒体 、网络 、宣传栏等形式 ，开展了广东

（中山小榄） 轻工产品外观设计大赛 、 “保护知识

产权宣传周” 、专利知识培训讲座 、知识产权知

识有奖竞赛等多项活动 。

【科技人才】 　 中山市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

竭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 ２００６年 ，由中山市科学

技术协会及下属各市级学会 （协会 、研究会） 开

展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达 ３００多场次 ，参加科技人

员近 ６万人次 ，编辑出版各类学术刊物 １６０ 多

期 。每月举办 １次的 “中山科技讲坛” 已成为中

山市学术交流活动的品牌 。第三届中山市科学技

术协会学术活动周 、第十二届联合国际计算机会

议等大型活动的举办 ，加强了与港澳地区的科技

交流 ，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形成了中山市学

术活动的规模效应 。

９９２地市科技概况



【科技普及】 　中山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科

普工作 ，以学校 、农村 、科普教育基地为重要阵

地 ，努力为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服务 。

青少年科技教育 　积极开展青少年科技教

育 ，培养创新精神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成功举办了

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大赛 、中山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山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科

普夏令营等多项活动 ，特别是 ２００６年 ７ 月举行

的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大赛 ，有来自全

国 ３３个省 、市 、地区的近 ８００名学生 、教师和家

长参加 ，参赛作品近 ４００件 ，规模创下了历届之

最 ，中山市共有 ３４件作品入围或参展 ，并有 １２

件作品获奖 。

科技下乡活动 　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深入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 ２００６年 ，中山市共举办

了科普集市 ４场 、科技培训班 ３００多场次 ，培训

农民 ３畅６万多人次 ，派送科技影碟１ ０００多盘 、科

技资料 １畅６万多册 、科普挂图２ ５００多份 。

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积极加强科普教育基地

建设 ，打造科普品牌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建了 ２家

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 ５ 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 ６

家市级青少年科普教育示范学校 。截至 ２００６年

底 ，中山市共有 １５ 家省 、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

１８家市级青少年科普教育示范学校 。中山科学馆

举办了近 ２０场的科普展览 ，其中 “消防科普知

识互动展” 、 “大型人体奥秘展览” 等展览受到了

广泛好评 。

【防震减灾】 　中山市积极加强防震减灾能力建

设 ，配合省地震局完成了 ４个强 （测） 震台的建

设 ，地震灾情速报基础资料数据库建成投入使

用 ，全市首个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工程 （小榄北

区） 建成并通过验收 ，五桂山断裂带调研项目继

续有序开展 ，城区震害预测项目启动 。

加强防震减灾队伍建设 ，成立了全市防震减

灾助理员队伍和志愿者队伍 。做好群测群防和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工作 ，广泛开展防震减灾科

普宣传 。

做好地震应急工作 ，出台了新的 枟中山市地

震应急预案枠 ，并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地震应急演

练工作 ，提高紧急逃生 、自救互救能力 。

（中山市科技局 　黄奋敏）

珠 　海 　市

２００６年 ，珠海市大力实施科技强市战略和自

主创新战略 ，通过大量开创性的 、扎实有效的工

作 ，切实推进科技创新事业 ，促进了该市自主创

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

【全面建设创新型珠海】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 、

国务院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系列重要决策

和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精神 ，珠海市

在 ２００６年 ３月召开了全市科学技术大会 ，对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３０日正式出台 枟中共珠海市委 、珠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

争力的实施意见枠 （以下简称 枟实施意见枠） ；９月

２６ — ２７日 ，市委书记邓维龙和市长王顺生率市党

政考察团一行 ８０人赴深圳进行考察调研 。

推出 “１ ＋ N” 自主创新系列政策 ，完善科技

政策体系 　学习考察深圳自主创新经验归来后 ，

市委 、市政府立即着手统一部署 ，何宁卡常务副

市长先后多次召开会议 ，召集市相关职能部门 、

中央和广东省垂直管理的相关驻珠机构等共计 ２４

家单位紧紧围绕落实 枟实施意见枠 的精神 ，就制

定系列配套政策进行联手调研 、研究讨论 ，最终

形成了涵盖推进企业自主创新 、推进产学研结

合 、人才引进和人才激励 、投融资 、知识产权和

创新活动的保护等内容的 ２６项近 ４００个条款的

配套政策 ，这些配套政策与 枟实施意见枠 共同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 “１ ＋ N” 结构的珠海自主创新政
策框架和体系 。一次性集中推出覆盖自主创新各

个环节和领域的系列化配套政策 ，是珠海建市以

来不多见的 。 ２６项配套政策既保持了与既定政策

的连贯 ，又对一些与当前企业自主创新要求不相

适应的原有政策进行修订 、完善和突破 。通过这

次 ２６项配套政策的制定和集中出台 ，该市的科

技政策法规从原有的 ３０ 多个迅速增加到近 ６０

个 ，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市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为

进一步推动产学研合作 ，鼓励和大力推进企业自

主创新 ，促进人才的引进和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

设 ，加强知识产权和创新活动的保护 ，进一步营

造该市促进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 ，提供了政

００３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策支撑平台 。

２００６年 ，珠海市还印发了 枟珠海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为该市今后五年的科技发展制

定了指导思想和总体战略 ，为把珠海建设成为现

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先行示

范市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

加大宣传力度 ，全方位营造创新舆论氛围 　

该市围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城

市” 这一主题 ，调动了电视 、广播 、报纸 、网络

等各类媒体 ，以多种方式 、从多种角度 ，全面展

开了 “自主创新巡礼” 大型宣传活动 。召开了以

“珠海市产学研结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珠

海市企业做不大的原因及对策” 为主题的自主创

新专题讨论会 。同时 ，按 “深圳真经” “战略思

考” “创新图谱” 和 “创新行动” 等四个部分有

序统筹 ，层层推进 ，在 枟珠海特区报枠 上深度报

道对深圳创新经验的学习 、思考和借鉴 ，展示珠

海创新的战略思考 、现实基础 、典型经验和重要

措施 。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和覆盖面 ，在珠海

电视台推出了两期 “阳光政务” 、三期 “新闻视

点” 等专题节目 ，同时还利用黄金时段的 “珠海

新闻” 栏目连续播出了六期科技创新系列报道 。

为了提高公众对科技创新宣传活动的关注度

和参与度 ，以一种新的角度和方式宣传和表彰在

珠海市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人士 ，该

市还举办了 “２００６ · ZHTV 珠海经济年度人物
（科技创新奖）” 评选活动 。通过电视台一个多月

在各频道高密度播放 １３位候选人的推介片 、动

员市民参与投票 、省科技厅及市主要领导在隆重

的 “颁奖典礼” 上为 ８位获奖年度人物和 ５位提

名奖获得者颁奖 ，既有效地宣传了创新人物和创

新环境 ，又很好地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创

新的社会氛围 。

为突出宣传该市优越的科技创新环境以及蓬

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展示自主创新的丰硕成

果和建设创新型珠海的宏伟蓝图 ，在南方软件园

设立了面积近千平方米的 “珠海市科技创新成果

展” 常年展 ，并组织制作了 “珠海 ，崛起中的创

新之城” DVD专题片 。

通过电视媒体的专题节目 、系列报道 、公众

评选活动和创新成果展览 、专题片等更加灵活多

样的宣传形式 ，将全市科技创新宣传活动推向了

一个新的高潮 ，为进一步深入落实自主创新战

略 ，建设创新型城市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收

到了预期效果 。

召开全市自主创新大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珠海市召开了自主创新大会 ，为努力建设创

新型珠海指明了方向 、制定了目标 、明确了任

务 。市委书记邓维龙为大会作了题为 枟高举自主

创新旗帜 ，建设创新型珠海枠 的讲话 ，市委副书

记 、市长王顺生传达了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精

神 ，常务副市长何宁卡作 ２００５年度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报告并宣读了市人民政府 枟关于颁发 ２００５

年度珠海市科学技术奖的决定枠 。会议对珠海金

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

限公司 、章庆元和萧庆国等获得 ２００５年度珠海

市科学技术奖 、省科技进步奖和第九届中国专利

金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对获得珠海市科

技进步奖的 １５个项目进行了奖励 （获奖项目中 ，

绝大部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并向 ５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授牌 。

大会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公布了新制定或重

新修订的 ２６项配套政策 ，同时要求全市各行各

业要高举自主创新旗帜 ，经过 ３― ５年的努力 ，

争取在观念创新 、发展模式创新 、体制机制创

新 、对外开放创新 、企业管理创新 、城市管理创

新六大方面实现新突破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和技术创新由单纯引进为主向原始创新 、集成创

新 、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的转变 ，由 “珠海加

工” 到 “珠海制造” 再到 “珠海创造” 的转变 。

到 ２０１５年 ，把该市建设成为创新法制环境健全 ，

创新服务体系完备 ，创新社会氛围浓郁 ，创新型

企业 、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成果高度密集 ，高新技

术产业发达 ，创新 “生态” 环境优良的创新之城 。

全市自主创新大会的胜利召开 ，吹响了珠海自

主创新的号角 ，明确了该市科技创新工作方向 。

筹备建立自主创新工作机构 　市自主创新大

会后 ，根据 枟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实施意

见枠 第 ３３条关于建立珠海市自主创新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的要求 ，该市于 １２月 ２６日正式建立了

由 ２６个成员单位组成的自主创新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科技局 。

同时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

作 ，加速科技成果引进和转化 ，进一步增强该市

自主创新能力 ，１２月 ２２日成立了由 ７个成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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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组成的 “珠海市促进产学研合作暨大学科技园

建设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 ２个办公室 ，即促

进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和大学科技园建设办公室 。

【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 　 ２００６年市财政预算安

排科技三项费用６ ０００万元 。 ２００６ 年总共受理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 ３３９ 项 。经专家评审 ，合计有

２４４个项目列入 ２００６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下达

经费６ ０００万元 ，经市政府审批分四批下达 。 ２００６

年回收科技三项经费有偿使用部分 ７８６万元 ，核

销科技经费贷款贴息部分 ９６３万元 。

２００５年全市共向省科技厅报送 ７６个科技计

划项目 ，至 ２００６年底已有 ３６个科技计划项目列

入省级各类计划 ，获得 ８９１ 万元的经费支持 。

２００６年 ，珠海市设立了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资金” ，经过审核 ，全市共有 ４１个项目获得该

资金资助 ，并被推荐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 ，有 ７个项目获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立项 。

为了加强对科技经费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 ，

提高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效率 ，珠海市科技局策

划并委托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进行 “珠海市

科技三项经费投入的效果评价与投向分析调查”

工作 。该工作将作为今后的常规工作长期进行下

去 ，并和项目评估 、项目检查验收等共同组成较

为完善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在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年科技计划项目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

２００６年继续委托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对珠海

市 ２００３年科技三项费用投入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

年底完成整体评价报告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工程中心组建 　积极发动珠海市优势企业申

报省级工程中心 ，２００６年新增了依托珠海优特电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广东省电力系统自动化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该市

已有国家级工程中心 ３家 ，省级工程中心 １６家 ，

市级工程中心 ８家 ，其总数位列全省各市的前

列 ，以企业为依托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已逐渐成为该市科技开发的中坚力量 。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对 “广东数字化健康医疗

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和 “广东省绿色饲

料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进行了验收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该市已有 １１家省级工程中心顺利

通过组建验收并正式挂牌 。

为加强对该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组建与

运行的管理 ，充分发挥其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方面的作用 ，根据 枟珠海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管理办法枠 的有关规定 ，市科技局会同市发改

局 、市经贸局开展了珠海市 ２００６年市级工程中

心申报和组建工作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等 ３家单位通过专家评审 ，获准组建 。

加强对已组建和认定的工程中心的扶持力

度 ，工程中心除享受独立科研机构各项优惠政策

外 ，市科技三项经费还对研发能力强 、成果转化

快且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带动作用的工程中心所

承担的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 ２００６年市级科技计划

项目中有 １５个各级工程中心承担的项目获得重点支

持 ，经费达 ７１０万元 ，占当年市三项经费的 １２％ 。

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建设 　为充分发

挥驻珠高校人才 、设备与科研优势 ，引导高校通

过公共实验室这一窗口 ，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主战场 ，２００６年 ，在珠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

组建了第一批共 ６家公共实验室 。市科技 “三项

费用” 将对公共实验室给予重点扶持 ，为该市高

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共性与关键技术

研发 、科技成果的小试和转化 、产品性能检测与

人才培训等服务 。 枟珠海市科技创新公共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办法枠 （讨论稿） 已进入征求意见阶

段 ，加强对公共技术平台的支持和指导 。软件检

测中心与微软合作建立了嵌入式软件开发推广及

测试中心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的运作与管理

步入正轨 ；网络检测中心经过半年的运行 ，已经

初步完成内部制度建立 ，确定了合作单位 ，完成

了多个项目的监测任务 ，为申请国家实验室资格

积累了经验 。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０６年新认定了 “珠海

市生产科技型企业” １２家 ，珠海市生产科技型企

业已经发展到 ３１６ 家 ，其中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１１６家 。珠海市科技局向 ５家生产科技型企业贷

款贴息 １００万元 ，企业向银行贷款５ ４６１万元 。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珠海市重要的产学研合作

平台 ，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平台 ，也是该市

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２００６年 ，该市制

定实施了 枟珠海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枠 ，

组建包括清华科技园 、南方软件园等五家单位在

内的珠海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作为第一批科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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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孵化器 ，已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授牌成立 。

五家孵化器入孵企业共计 ２０３家 ，２００６年新入驻

企业 ８８家 ，毕业企业 ３２家 。

２００６年 ，检索中心持续进行数据库的更新与

扩容 ，新增单位用户 ４０个 ，使单位用户量增至

３００多家 。国内数据库检索量近 ６０万次 ，充分发

挥了该平台在全市经济与科技发展中的信息资源

支撑作用 。查新与数据库专题检索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 ２００６年已完成 １３３项国内外查新 ，比上年

全年的查新量增加了 ８０％ 。珠海市科学仪器设备

共享平台建设初显成效 ，通过不断地采集 、添加

仪器设备信息 ，至 ２００６年底 ，该平台共有 ２９０多

台设备可供使用 ，已有多家企业通过该平台获得

了检测服务 ，通过该平台获取信息的人数已超过

５ ０００人次 。中心还建立了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分站

和珠海市民科园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考核 ，高新技术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产品产值快速增长 。 ２００６年

珠海市先后三批向省科技厅推荐上报认定广东省

高新技术企业 ，有 ４１家企业获得批准 ，创下了

历年来的最好成绩 ；完成了 ７９家高新技术企业

的考核工作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全市广东省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达 １９２家 。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广东省第一批创新型企业试

点” 。 ２００６ 年全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７７３畅２９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２８畅４７％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３８畅５５％ 。

积极落实信息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 ，产业发

展良好 ，成效明显 。市科技局重点开展游戏软

件 、嵌入式软件 、行业应用软件 、集成电路设计

等方面的产业调研 ，研究进一步扶持和推动企业

做大做强 ，形成龙头的政策和措施 。与政研室共

同草拟了 枟进一步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枠 。为规范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的有关政策 ，

更全面 、准确地落实国家有关文件 ，制定了 枟珠

海市软件产品类别界定暂行办法枠 ，办法明确了

软件产品类别的划分标准和软件产品类别的确定

方法 ，保证了该市软件企业顺利享受国家有关软

件产业的优惠政策 。继续加强软件企业认定和软

件产品登记工作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认定软件

企业 １８３家 ，新增 １６家 ，登记软件产品 ９６１件 ，

新增 ７０件 。 ２００６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 ６８８亿

元 ，同比增长 ２９畅４％ ，软件产业总收入 ８９畅３亿元 。

成功举办 ２００６ 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年会 ，

与来自国内外集成电路行业的 ２７０多家企业 、机

构建立了联系 ，为该市集成电路领域招商引资工

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信息化工作】 　根据市委 、市政府的统筹安排 ，

市信息中心完成了市行政服务中心首期信息化建

设 。不仅建设了行政服务中心大楼的基础网络系

统 ，保证了大楼内网络的安全畅通 ，还建成了行

政服务中心网上审批平台 、珠海市行政效能电子

监察系统 、行政服务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等 。 ２００６

年 ，市行政服务中心共开通 ３５个窗口 ，其审批

平台共有 １７家单位 １３６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了

网上办理 ，而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共有 １４家

单位 １２９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了电子监察 。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市民 ，顺利完成了珠海市

政府门户网站的升级改版 ，同时与中国移动广东

珠海分公司合作建成了政府信息移动门户 ———市

府 WAP 网站 ，让政务信息可以不受时间 、地点

的束缚 ，随时随地为市民所掌握 。

推进全市各种政务信息化公用平台建设 。打

造珠海市内部公文处理平台和珠海市行政服务中

心业务处理平台 。

推进数据中心的建设 ，改造了市府大院网 ，

实现市府大院外部分重要政府部门到数据中心的

接入 。根据珠海市电子政务建设规划 ，采用先进

的视频会议技术 ，拟建成以市委 、市政府为中

心 ，延伸到各行政区和功能区的视频会议系统 ，

为市委 、市政府召开市区工作会议和党政机关召

开市区工作会议提供视频会议功能 。

【知识产权保护】 　

专利法宣传普及和培训 　 ２００６年 ，共组织了

１０场知识产权相关的讲座和培训班 ，参与人数累

计达 ８００人 ，派发专利法及相关宣传资料共１ １００

余份 。 ４月 ，在珠海电视台播放了 枟知识产权激

励创新枠 公益广告 ，在 枟珠海特区报枠 开设保护

知识产权专版进行宣传 。开展知识产权专题讲

座 ，增强宣传的影响力 。

企业专利工作 　近几年 ，市知识产权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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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利试点企业精心培育 ，促使企业努力自主创

新 ，有力地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各试点企

业的专利申请量有了大幅增长 ，５家企业累计申

请专利１ ５００件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５７件 ，向国外申

请专利 １１０件 ，一批创新水平高 、市场前景好的

专利技术被纳入 “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 ５

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６家企业

被认定为省知识产权优势民营企业 ，１８家企业被

认定为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格力公司 ２００６年

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这些

企业通过专利工作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不断发

展壮大 ，为珠海市众多企业带来示范效应 。 １５个

项目获得了 ２００５ 年度珠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

获奖的项目绝大部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全部获

奖项目申请专利和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 ５９ 项

（件） ，并获专利授权 ３０项 （件）。

深入开展实施专利战略来带动名牌创建工

作 ，全市经认定的名牌称号企业有 ４４家 ，其中

３１家开展了专利工作 ，累计申请专利约３ ０００件 。

市知识产权局通过实施 枟珠海市专利和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资助管理办法枠 ，在科技

计划立项 、项目实施 、成果验收等环节提出知识

产权要求 ，促进企业形成自有知识产权 ，推动了

知识产权工作的深入开展 。全年全市申请专利

２ １１８件 ，同比增长 ２６畅０７％ ；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４０１件 。

“正版正货承诺” 活动 　市知识产权局结合

本地实际 ，发动了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０家企业参与 “正版正货承诺” 活动 ，参与企业

承诺 ：不制造 、销售冒充专利商品 ；不制造 、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不制造 、销售盗版

软件 。此次活动对于提升珠海市企业知识产权工

作水平及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专利信息平台建设 　 ２００６年建立了广东省专

利信息服务平台分平台珠海市分站 ，１２月正式开

通 ，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创造了条件 。企业在进

行项目立项 、项目开发过程中 ，利用珠海市分站

进行专利文献查新和跟踪检索 ，了解相关技术的

发展状况 ，将大大缩短研发时间 ，节省研发成

本 ，提高企业竞争力 。

【国际科技合作】 　利用海外资源 ，发挥本地优

势 ，推进创新合作平台的建设 。推进由市科技局

与香港电脑学会等七家政府及行业机构共同发起

的香港 —珠三角信息产业合作与交流中心的成

立 。推进成立了 Linux 实验室 、空调环境模拟实

验室 、中药质量控制技术公共实验室 ，促成丽珠

集团与香港大学 P３实验室合作 。

引导企业对关键技术和项目的引进 、消化 、

吸收与再创新 ，鼓励多渠道融资 。市科技局通过

科技部以及海外的相关渠道 ，为企业提供技术 、

项目 、人才等方面的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６

年共发布项目需求 、展览会信息 １００余条 。在向

国家 、省 、市相关部门争取科技经费支持的同

时 ，重点帮助企业建立其他融资渠道 ，向美国著

名风险投资公司推荐了 １０家科技型企业进行投

资分析和评估 。

围绕重点产业 ，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招商活

动 。围绕珠海市软件 、集成电路设计 、生物制药

等重点产业 ，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招商活动 ，着

力引进提升该市产业技术水平的关键技术 、项目

和企业 。与南方软件园 、民营科技园等建立了密

切的工作联系 ，协助园区 、基地建立与境外组

织 、行业机构 、留学生组织的联系和沟通渠道 。

２００６年组织科技园区 、软件企业的负责人拜访了

甲骨文亚太地区总部等国际知名企业 ，考察了香

港科技园的创新平台建设 ，邀请了美国 、欧洲 、

香港等国内外工商界 、科技界 、金融界人士考察

珠海市园区和企业 。截至 １２月 ，分别接待了科

技部 、香港电脑学会 、香港科技园 、朝鲜科学院

等代表团 ３０多批共计 ２０９人次 ；组织企业参加

国际性行业展览会 、研讨会共计 １６场 。为了向

海外宣传该市科技创新成就 ，市科技局策划和编

印了中英文科技宣传单张 。

（珠海市科学技术局 　肖茜虹）

佛 　山 　市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 ，围绕建设产业强市 、文化名城 、现代化大城

市与富裕和谐佛山的战略目标 ，按照市委九届八

次全会 “乘势发展 、集聚发展 、创新发展” 工作

思路的要求 ，贯彻佛山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

会议精神 ，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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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市的建设步伐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 ２００６

年 ，佛山市荣获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称号 ，

禅城区 、南海区和顺德区荣获 “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区” 称号 。 “全国知识产权工作试点城市” 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顺利通过了国家的验收 。

【科技政策环境】 　 ２００６年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

政策环境 ，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 ，佛山市出台了

一系列的科技政策文件 。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实施

意见枠 ，市府办印发了 枟佛山市产业技术自主创

新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市委 、市政府又召开了全市自主创新工作暨科技

颁奖大会 ，对全市自主创新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

议印发了 枟佛山市贯彻落实 枙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枛 的措施枠 （讨论稿）

和 枟佛山市建设创新型城市实施方案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枠 （讨论稿） ，将进一步增强对自主创新

政策的支持力度 。通过这些重要的政策举措 ，全

市科技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

【科技项目】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共获得国家计划

项目共 ２０项 ，获国家下达经费共 ７７５万元 ；共

获得省科技计划项目 ４０项 ，获省下达经费 ６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６年度粤港领域重点突破项目中 ，佛山

市共有 ３２个项目中标 ，其中 １１个项目获省政府

２ ２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 ２１ 个项目获市 、区

２ ５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科技发展资金扶持的项目共

９３个 ，扶持金额１ １３９万元 。项目涉及工业应用技

术研究 、农业 、环保 、医药卫生 、公共安全 、软

科学等技术领域 ，并支持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

【科技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 　 佛山市以特色专业镇为依

托 ，构建区域性技术创新体系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

召开专业镇工作座谈会 ，出台了 枟佛山市专业镇

技术创新试点工作意见枠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新增

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４家 ，新增佛山市专

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２家 。全市共有省级专业镇技

术创新试点 ３０个 ，专业镇创新平台 ２０个 ，构建

了包括产品研发 、质量检测认证 、职业教育培

训 、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五大体系在内的产业创

新平台 ，涌现了西樵的广东南方技术创新中心 、

南庄的华夏陶瓷研究开发中心等一批成绩突出的

品牌平台 ，打造了华南五金交易网 、华南 （国

际） 物流钢铁交易网等一批专业交易网 ，提升了

如环市童装 、盐步内衣 、乐从家具等区域品牌的

整体价值 。通过建立专业镇创新平台 ，积聚人

才 ，使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共享科研 、技术 、管

理 、信息和物流资源 ，提高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创

新能力和竞争力 。

企业创新体系 　 ２００６年在市 、区科技部门的

大力扶持下 ，佛山市工程中心建设取得了新的进

展 ，全市新组建省级工程中心 ３个 、市级工程中

心 １４个 、建区级中心 ２６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累计

省级中心 ５１个 ，其中重点中心 ７个 、市级中心

７２个 、区级中心 １４２个 。全市有近九成的研究开

发机构和科技人员分布在企业 ，九成的科技经费

来自企业 ，九成的高新技术产品以企业为主研制

开发 。

科技转发应用体系 　加强产学研合作 ，加速

科技成果产业化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人民政府分别

与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签订了 枟产学研

合作协议枠 及 枟组建佛山研究院合作协议枠 。全

市已建立高校办事处 １８ 家 ，院士工作室 ６ 个 ，

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 ５００项 。市本级政府资

助经费３ ０７４万元 ，带动企业投入资金 ２畅９７亿元 ，

政府投入拉动社会投资的比例为 １ ∶ １５ 。

高标准建设研究开发院 ，支撑支柱产业和新

兴产业的发展 。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 ，佛山市重

点建设广东省数字媒体技术研究开发院 、华南家

用电器研究院 、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 ３

个省级研究院 。广东数字媒体技术研究开发院规

划占地面积 １００公顷 ，建筑面积 ４０万平方米 ，总

投资 ５亿元 ，区政府及企业已分别投入２ ６００万元

与５ ０００万元 ，研发大楼及配套场地已投入使用 ；

华南家用电器研究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挂牌成立 ，

启动 “有害物质替代物研究中心” “智能家电研

究中心” ；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规划为

A区 、 B区与 C区 ，A 、 B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

该研究院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正式挂牌成立 。同时佛

山市探索在陶瓷 、纺织 、机械模具 、家具等行业

建立公共研发平台 ，从战略高度抢占行业技术高

地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

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培育和扶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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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工业园区和特色产

业基地产业集聚的优势 ，建立和完善科技孵化器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提高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

基地的创新 、创业能力 。佛山市重点建设佛山国

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孵化中心 、顺德高新技术产业

孵化基地 、高明佛山市新材料科技企业创业服务

中心 、国家火炬计划佛山自动化机械及设备产业

基地科技创新中心 、佛山市三水高新创业中心等

科技孵化器 。

【科技成果】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综合科技实力和

科技创新能力继续增强 ，科技成果丰硕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在省科技奖励大会上 ，佛山市共有 ２０个项

目获奖 ，其中美的集团获得了省科学技术特等

奖 ，佛塑和溢达两家企业分获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 。在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２３日召开的佛山市自主创新

工作暨科技颁奖大会上 ，佛山市加大奖励力度 ，

对 １３７项获奖科技成果颁发奖金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共完成科技成果鉴定 １３５项 ，

科技成果登记２２０项 ，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完善和

科技水平的提高 ，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加大对专利

工作的支持 ，资助发明专利 ９１项 ，扶持金额达

１０５万元 。为更好地规范佛山市科研计划项目的

知识产权管理 ，促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

品以及产业的发展 ，市府办颁布了 枟佛山市科研

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枠 ，成立佛山市知识

产权工作领导小组 ，有利于形成合力 ，更好地开

展知识产权工作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再创新

高 。全市专利申请总量 １９ ０５４件 ，同比增长

１０畅５％ ，发明专利申请量 ２ ０１６件 ，同比增长

９６畅５％ ；专利授权量９ ０６４件 ，同比增长 １２畅６％ ；

发明专利授权量创历史新高 ，达 １３２件 ，同比增

长 ６３％ 。这几项数据均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 ３个企业的专利项目获广东

省专利实施计划项目支持 ；新增 ８个行业和企业

专利数据库 ，建立的用户全文库已有 ６２４个 ，用

户登录佛山知识产权网 、下载的专利全文说明书

日均超 ３００件 。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 ：一是组织专项行动 。全市开

展了对药品 、食品领域进行假冒他人专利 、冒

充专利的大检查 。二是发挥行业协会调解知识

产权纠纷的积极性 。针对佛山市专利纠纷行业

集中 、发生地集中的特点 ，佛山市充分调动行

业协会的积极性 ，帮助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自律

制度 ，尽量将行业协会会员之间的纠纷在协会

内部消化掉 。三是积极开展会展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 。佛山市有关部门进驻了 “顺德家电博览

会” “佛山陶瓷博览会” ，协助会展组织方解决

会展期间发生的专利纠纷 ，使一些企业的侵权

行为得到及时制止 。 四是促进成立专利联盟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１３ 日 ，由美的 、爱德 、怡达和创

迪 ４家企业共同组成的电压力锅专利联盟正式

成立 ，成为我国家电领域的首个专利联盟组织 ，

在家电产业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 。联盟的成立 ，

预示着知识产权保护从采取法律诉讼手段上升

到协调 、共赢的更先进的保护理念 ，是知识产

权合作 、保护的新体现 。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６年 ，佛山市共有 ９２家企

业通过省科技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全市共有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４４０家 ，其

中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集团） ４１

家 。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位于广东省第三位 ，仅次

于深圳和广州 。在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中 ，产值超

亿元的有 １３３家 ，占全省的 ３０％ ；超 １０ 亿元的

有 １８家 ，占全省的 ３６％ 。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有 １个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 ６个省级开发区 、 ５个国家火炬计

划特色产业基地 。这些高新技术园区和特色产业

基地为佛山的招商引资 、培育和发展佛山市高新

技术产业 ，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和平台 。如顺德以

科技工业园为载体 ，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机械装

备 、智能家用电器 、新型材料 、医药保健 、汽车

配件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南海科技工业园

通过规划设立液晶电视产业专区 ，引入台湾奇美

公司 ，逐步形成了布局合理 、配套功能完善的液

晶电视产业链 。三水区通过大力推进 ７个国家级

和省级产业基地的建设 ，近年来共引入项目 ８１５

个 ，其中投资额超亿元的项目 ９９个 ，世界 ５００强

企业 ４个 ，中国 ５００强企业 ６个 ，汽配 、电气机

械 、化工 、新材料 、电子电器等新型产业迅速增

长 ，全区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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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民营科技

企业 ８０家 ，总数达 ８７０家 ，其中省民营科技企

业 ４２３家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工业总产

值１ ００２畅６７亿元 ，增长 ３４畅６５％ ；总收入 ９２３畅４９

亿元 ，增长 ３０畅１８％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民营

科技企业中有总收入超 １００亿元的 １家 ，超 １０亿

元的 ８家 ，超 １亿元的 １１４家 。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６年 ，市科技部门联合开展了

“科技进镇到企业” “科技进村到户” 以及优良瓜

菜品种试验 、推广等一系列活动 ，成功举办了

“刘诗昆杯” 佛山市第二十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 。围绕社会主题和热点问题精心策划 、统筹

安排 ，重点打造 “科技进步活动月” 和 “全国科

普日” 两个活动品牌 。佛山市科学馆 、青少年文

化宫 、霭雯教育农庄 、陈村花卉世界 、南风古灶

和三水荷花世界等六个单位列入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基地 ，为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创造良好的

条件 。

（佛山市科技局 　李 　谦）

江 　门 　市

２００６年 ，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江

门市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和全省自主

创新工作现场会议部署 ，围绕建设创新型江门的

总目标 ，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

工作的突出位置 ，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中心

环节和引领江门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点 ，积极实施

科教兴市 、科技强市战略 ，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 。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 ２００６年 ，全市专

利申请量首次突破３ ０００件 ，总量达３ ２８１件 ，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２００件 ，增长 ８８畅６％ ；组织

实施省市级科技计划 ５００多项 ，引进和转化科技

成果 ３００多项 ；新增 ３个中国名牌产品 、 ２个中

国驰名商标 、 １５个广东省名牌产品 、 １３个广东

省著名商标 ，全市中国名牌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

和广东省名牌产品 、广东省著名商标的数量分别

达到 １２个 、 ３个 、 ５３个 、 ５０个 。

【民营科技经济】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民营科技企

业快速成长 ，全市培育认定 ４５家民营科技企业 ，

其中 ，省级 ２８家 、市级 １７家 ，全市民营科技企

业累计达 ３１５家 ，其中技工贸总收入超亿元的企

业达 ４３家 。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为 ２２４畅２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５畅９％ 。民营科技企

业已成为江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加快了民科园建设 。通过基

地和园区内的创新平台 、信息平台和孵化平台建

设 ，组织园区内的企业实施火炬计划 、科技攻关

等计划项目 ，着力把火炬基地和民营科技园区建

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人才集聚 、产学研集

聚和研发能力集聚的 “四位一体” 基地 ，如 ２家

省级民营科技园共转化 ２００多项科技成果 ，取得

了 １９０项专利 ，聚集了一支６ ４００多人的科技开发

队伍 ，并吸引了北京化学工业研究院等一批国内

知名科研院所和力帆 （摩托车） 、健隆达 （光

电） 、富城 （轮毂）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

【企业技术创新】 　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的创新机制 ，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 ，全市达到了 “四个八成” ，即科技活动机构 、

科技人员 、科技经费 、高新技术产品八成来自企

业 。市委 、市政府出台 枟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

干政策枠 等鼓励自主创新的优惠政策 、措施 ，政

府在自主创新中的引导扶持作用更加明显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江门市依托大中型企业建设省 、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技术创新机构 １１２家 ，

政府主导 ，市县联动 ，联合创建了华南精细化工

研究院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等 ２个支柱产

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科技部门

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组建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企业投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的建设费用可列为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

建立省 、市级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由市财

政分别给予专项经费补助 ，各市 、区也安排配套

扶持资金 。全市新建立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１８家 ，总数达 ７０家 ，提前完成市 枟科技强

市发展纲要枠 制定的目标任务 ，表明江门市自主

创新的主动性明显增强 。工程中心已成为该市自

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研究的主体 ，近年来承担各级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５００多项 ，取得科技成果 ３００

多个 ，开发出高新技术产品 ４５２ 个 （种） ，其中

生物抽提物和可降解塑料等一批高新技术产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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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际先进水平 ，感应式阀门 、混合动力摩托车

和水性涂料等被评为 “中国名牌产品” 。

【产学研结合工作】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积极扶持

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联合建立各种

形式的研发机构和产学研合作基地 。 ２００６年 ，嘉

宝莉 、慧信 、佳铁 、兴江 、制漆厂 、天博 、新时

代 、快事达 、德鑫 、气派摩托 、坡利造纸 、大有

食品 、润田实业 、开平海鸿 、健之源 、恩平双艺

电子 、邦华电子 、金爵电子等一批企业与天津大

学 、南开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

大学 、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等高校 、科研院所建

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 ，研发了一批新产品 、新技

术 ，为加快发展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优势产品

提供强大的动力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建立博士

后工作站 ４个 、产学研基地 １１５个 ，全年引进并

转化科技成果 ３００多个 。其中 ，恩平达肯包装机

械有限公司与天津大学合作研发的全自动包装技

术 ，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该专利技术及产品已

远销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建设】 　江门市进一步加

快推进专业镇工作 ，召开了专业镇工作会议 ，会

议讨论了市委市政府 枟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

见枠 。两级科技部门积极开展专业镇技术创新试

点工作 ，２００６年 ，新建省级专业镇 ２个 ，累计创

建省市级专业镇 ２０个 ，其中省级 １６个 ，专业镇

覆盖了摩托车 、不锈钢 、集装箱 、麦克风 、水暖

卫浴 、五金制品 、纺织服装 、水产养殖和绿色农

业等多个产业和产品类别 。

大力支持专业镇整合资源 ，建设面向中小企

业的专业镇行业技术创新中心 、开平纺织服装技

术创新中心 、司前不锈钢技术创新中心 、水口水

暖卫浴技术创新中心 、江门市摩托车检验检测中

心 、开平调味品技术创新中心等发展势头良好 ，

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或创新成本过高的广大中小

企业搭建了一个技术共享的创新平台 ，增强了相

关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专业镇及其创新平台

建设 ，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如蓬江区摩托

车产能巨增 ，２００６年该区摩托车产量达到 ２２０万

辆 ，产值突破 １００亿元 ，摩托车成为了江门市产

业航母 。新会 （不锈钢制品）、开平 （水龙头） 和

恩平 （麦克风） 被命名为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

【成果鉴定】 　 ２００６年 ，全市有 ４０项科技成果通

过市级以上鉴定 ，其中 ，鹤山市新利电器实业有

限公司的 “低压相控三相电机节电器研制” 、广

东新会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的 “锦纶 ６有光越低弹

力丝” 、江门市本和机车配件实业有限公司的

“金属／氟橡胶／纳米杂化材料复合密封板 （MCR）
的研制与应用” 、江门市中心医院的 “４６０例巨大

肝癌放射治疗的技术改进” 、江门市硕普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五邑大学的 “SP１２５‐１ （１２５X２R）
越野摩托车开发及创新工艺的应用” 通过了省级

鉴定 ，其他 ３５项目通过市级鉴定 。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以营造创新

氛围为目的 ，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积极宣传

引导 ，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制定

出台了 枟江门市专利资助管理暂行办法枠 ，在原

有资助国内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费的基础

上 ，扩大资助范围 ，对本市企业和个人申请国内

专利 ，申请费 、实审费按实际发生额进行资助 ；

另外 ，专利授权后 ，国外发明专利资助 ２万元／

件 ；国内发明专利资助５ ０００元／件 ，实用新型专

利资助 ５００元／件 ，外观设计专利资助 ３００元／件 。

以 “３ · １５消费者权益日” “４ · ２６保护知识产权

宣传周” “科技进步活动月” 等大型活动为重点 ，

以举办大型的宣传和咨询活动 、举行竞赛 、制作

电视公益广告 、编写知识产权基本手册等多种形

式为手段 ，坚持不懈地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工作 ，

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

权的社会氛围 。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继续加大专利保护力度 ，通

过强化宣传培训 ，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 ，以及加

大经费的支持等形式进行引导和扶持 ，促使江门

市企业及全社会专利意识的不断提高 ，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稳步增长 。江门市知识产权局制定出

台了 枟江门市知识产权局专利资助管理暂行办

法枠 ，对本市企业和个人申请国内三种专利的申

请费 、实审费按实际发生额进行资助 。 ２００６年全

市专利申请３ ２８１件 （发明专利 ２００件 ，实用新型

８０２件 ，外观设计２ ２７９件） ，在全省排名第七 ，

同比增长 １７畅７％ ；专利授权２ ０１４件 （发明 ４１件 ，

实用新型 ５８３件 ，外观设计１ ３９０件） ，同比增长

２９畅７％ 。

２００６年 ，在江门市知识产权局的直接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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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 ，恩平市设立了知识产权局 ，这样 ，市属

“三区四市” 已有 ６个市 （区） 成立了知识产权

局 ，江门市专利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同

时 ，专利管理部门积极创造便利条件 ，吸引外地

专利人才到江门创业发展 ，使专利服务队伍不断

得到优化和壮大 ，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目

前 ，江门所有市 （区） 都设有专利服务站点 。经

过不懈的努力 ，江门市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专利工作体系 ，建立了一支基本适应专利工作发

展需要的队伍 。

【高新技术及产业】 　 ２００６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达 ６３０亿元 ，增长 ３４％ ，增速高于省平均

增幅 ４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５畅１９亿美

元 ，增长 １８％ ，占出口总额的 ７畅７％ 。全市民营

科技企业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２２４畅２亿元 ，同

比增长 ２５畅９％ ，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速 １０ 个百

分点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有制造业信息化试点示范企业

２６家 ， “省级重点示范企业” ２家 （美达锦纶股

份有限公司 、三捷电池有限公司）、 “省级示范企

业” ２家 （金羚集团有限公司 、大长江集团有限

公司）、省级示范专业区 ２个 （蓬江区 、开平水

口镇） ，带动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企业超过 ３５０家 。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全市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３２家 ，其中省认定 ２４家 ，市

认定 ８家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１７７家 （国家

级 ６家 、省级 １２８家 、市级 ４３家） ；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 ６３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４％ ，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 ２８％ ，较上年增加 ２畅８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加强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建设 。积极支持市高新区建设 ，协助其申报国家

级高新区 ，编制实施 枟江门高新区产业发展规

划枠 ，推进高新区 “二次创业” 。江门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摩托车及其零配

件制造 、生物制药 、光源等支柱产业为支撑的产

业新格局 ，２００６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０５畅３亿元 ，

同比增长 ５２畅９％ 。

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建设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进

一步完善科技孵化器 ———科技创业中心建设 。市

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业中心的建设发展 ，王南健

市长 、李崴副市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领导 ，于 ５

月 ２５日深入到市科技创业中心调研 ，对市科技

创业中心成立近一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

求政府有关部门要给予 “孵化器” 一定的 “温

度” ，从政策 、场地 、资金及服务等方面 ，大力

扶持科技企业发展 ，促其快速健康成长 。随后 ，

市政府出台了 枟关于加强科技创业孵化体系建设

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创新的意见枠 ，给予科技

企业更加优惠政策 ，为科技企业的 “孵化” 和健

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条件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市科技创业中心入驻科技企业已达 ２５家 、研究

院 １家 ，涉及电子信息 、光机电 、生物医学 、环

保 、科技中介等多个行业 ，入驻率达 １００％ ，涌

现了 “百事通” “渝东” “图治” “鸣天” “思博”

“华奥” 等快速成长的企业 。在市创业中心的示

范带动下 ，市高新区建筑面积３２ ０００多平方米的

科技企业孵化大楼已经奠基 ，蓬江区六层 ２万平

方米的科技孵化大楼也在积极筹建中 。今古洲民

科园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初见成效 ，已孵化科技企

业 ５家 。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加大了国

家火炬计划江门新材料产业基地 （鹤山）、江门

纺织化纤产业基地 （新会） 、广东省火炬计划新

材料产业基地 （开平） 的建设 。如新会纺织化纤

产业基地拥有美达 、彩艳等较大型的纺织化纤生

产及相关企业 ８００多家 ，拥有中国名牌 “锦帆”

牌长丝及 “彩艳” 牌色母粒等 ６个省名牌产品和

３家上市公司 ，还吸引了 “冠华” “苹果牌” “积

牌” 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企业 。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 ，产业基地经过两年建

设 ，初见成效 。新会园区建成博士后工作站 ２

个 、省级工程研究开发中心 ２个 、市级工程研究

开发中心 ２个 、科技创新中心 １个 ；承担国家级

科技项目 ４项 、省级重大科技项目 ７项 ；获得省

级科研成果 ２项 、市级 ５项 ；申请专利 ４７９ 件 ，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７件 、实用新型 １２３件 。 ２００６年 ，

园区纺织化纤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９３畅７６

亿元 ，占新会区工业总产值的 １７畅１７％ ；利税总

额 ３畅１３亿元 ；出口总值 ３畅７８亿美元 ，比上年增

长 ２９畅２％ ，成为该区第二大支柱产业 。园区已初

步形成了一条从聚合到纺丝 、织造 、染整 、印

花 、服装完整的产业链条 。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积极组织实施 枟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枠 。一年来 ，举办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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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型科技集市活动 ５次 ，组织科技工作者

３００多人次 ，参加群众 １畅６万人次 ；举办科普报

告会 ８次 ，参加群众近３ ２００人次 ；组织科技小分

队到农村举办技术讲座 、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等

服务 １６ 场次 ，受益群众达１ ７００人次 。建立科普

示范镇 １２个 ，科普工作取得成效 ，江门市科协

被评为广东省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曹石金等

５位同志被评为广东省农村科普工作先进个人 。

通过联合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举办全市中 、小

学校 “科技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信息学

（计算机） 奥林匹克竞赛 ，创建江门市青少年科

普示范学校等方式 ，激发广大青少年爱科学 、讲

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的热情 。

【科技管理】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和民营科技园为重

点区域 ，紧紧围绕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

药 、先进制造四大高新技术优势产业和能源 、环

保 、现代农业 、精细化工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

组织企业单位实施各级各类科技计划 ，２００６年 ，

组织全市企业单位实施各级各类科技计划 ５００

项 ，增长 ４２畅８％ 。

火炬计划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有 ４个项目被列

入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分别是 ：恩平

市双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的 “UHF频段多信道
广播级无线麦克风”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与

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申报的 “江门纺织化纤产

业基地信息平台建设” 项目 、开平市莱福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的 “抗谐波智能 TSC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 、鹤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 “江门新材料

产业基 （鹤山园区）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

星火计划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有 ７个单位实施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星火产业带项目 ，分别是 ：台山市

高新竹艺有限公司 、江门市水果科学技术研究

所 、台山市冲蒌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江门市鸿豪

实友生物有限公司 、新会大鳌有机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

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重点新产品计划 　 ２００６年江门市实施重点新

产品计划 ６项 ，其中国家级 ３项 ：江门市科恒实

业有限公司的 “全光谱新型稀土发光材料” 、江

门市中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高水灰比纳米级

超细水泥基灌浆材料”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的 “锦纶 ６全消光 FDY 纤维” ；省级 ３

项 ：开平市莱福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 “基于电流

电压智能控制的电力有源滤波器” 、江门新时代

胶粘科技有限公司的 “柔性扁平电缆 （FFC） 用
热封膜” 、江门市福斯特金属表明处理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的 “２００系列不锈钢表面微弧氧化研磨

抛光专用正弦波换向电源” 。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实

施省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３项 ：恩平基龙实

业有限公司的 “法国良种白鸭人工受精新技术开

发应用” 、江门市中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管

桩余浆循环使用技术推广” 、开平市莱福电器设

备有限公司的 “电力有源滤波器的技术推广” 。

科技攻关计划 　 ２００６ 年江门市积极组织申

报 、实施农业科技攻关计划 、星火计划 。 ２００６

年 ，组织申报省农业科技计划 ２７项 ，实施省农

业科技攻关计划 ４项 ，实施省星火计划 ８项 。全

市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科技计划 ２５项 ，其中实施

省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２项 ，实施国家级重

点新产品计划 ３项 ，实施省级重点新产品计划 ３

项 ，共获得省级以上资金支持 ５０万元 。 ２００６年 ，

江门市被纳入珠三角蔬菜 、旅游农业星火产业带 。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台山广隆食品

加工有限公司的 “鱼干制品热泵低温干燥技术及

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及蓬江区 “广东省重点产业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之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

两个项目在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招标中 ，一举中标 。

【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全面贯彻

落实省政府与教育部签定的全面合作协议框架下

的各项工作 。市政府与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农

业机械研究所共同组织举办了 “江门市人民政

府 、华南农业大学共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签约仪式暨农业科技项目交流洽谈

会” ，签订了 枟合作意向书枠 。

支持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新建立彩艳集

团与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工作站 、广东省新的生

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鹤山博士后工作分站 。博

士后工作站以科技创新为宗旨 ，集研发 、中试 、

生产 、服务于一体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独有的

国际国内领先技术 ，是企业重要的研发平台和技

术支撑 。该站拥有的 “智能化模拟野生环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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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 “多菌种同位异步连续发酵” 和 “多菌种

共生稳定保存” 核心工艺 ，可开发生产出高效 、

价廉物质物美的高科技产品 ———氨基酸有机营养

液及 ERM 生态修复型微生物菌群 ，大量应用到

环境保护 、水产养殖 、畜牧 、种植等行业领域 。

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技成果展示和技术交易洽

谈会 １２场 。其中 ， “２００６中国摩托车经济发展国

际论坛” 及摩托车工业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三

大洲 、六个国家的国外摩托车行业协会 、知名企

业的专家学者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环保总局

等相关部委和行业协会领导 ，以及全国 １５０多个

摩托车整车 、配套企业的老总们和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 、 ３０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共两百多人参加 ，

列入 “摩博会” 投资项目 １４１项 ，项目投资总额

达 １２畅３７亿美元 。江门市还成功举办了 “中国汽

车零部件江门产业基地招商洽谈会” ，１畅５亿美元

项目落户江门 ，为加快江门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组织 “五邑籍院士侨乡行” ，

邀请了余国琮 、陈灏珠等院士回江门参加科技交

流活动 。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６年 ，江门市防震减灾工作围

绕地震监测预报 、震灾预防 、紧急救援三大工作

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地震灾害管理机制 。全市

综合防震减灾能力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得到可靠

的保障 。

在震情监测方面 ，全年共处理了市区 、新

会 、开平等地多起不明震动 ，排除了地震的可

能 ，解答了地震发生的疑问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６日

２０时 ２６分台湾南面海域发生 M７畅２级地震 ，江

门市有震感 。市科技局迅速组织了应急工作小

组 ，与省地震局地震台网联系 ，接听回复市民电

话来访的同时 ，迅速编写通告送交江门电视台 、

江门日报社 ，向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通告 。

在地震宣传方面 ，全年江门市大力开展以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枠 为主要内容的地

震知识宣传和法规普及 、下乡宣传等活动 。通过

这些活动 ，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地震的心理承

受能力 。在设防管理方面 ，全年市地震部门按国

家和省对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的要求 ，依法对

重要建设工程 、特殊工程 、生命线工程等进行了

抗震设防的审核 ，把好工程建设抗震设防关 ；督

促有关单位依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进行设防 。

（江门市科技局 　陈 　弢）

阳 　江 　市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围绕建设全省中等发展水平

经济 、文化名城 、法治社会 、和谐阳江 ，实现全

市人民富裕安康的奋斗目标 ，积极实施 “科教兴

市” 战略 ，把推进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大力实施 “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强企 、知识产权提升 、产学

研合作 、科技人才优化” 等自主创新五大工程 ，

推动各项科技事业不断进步 ，有力地促进了全市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科技管理】 　

编制科技发展规划 　为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 ，加快提升阳江科技实力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

协调发展 ，参照国家 、省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

编制 ，结合阳江实际 ，阳江市编制印发了 枟阳江

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纲要枠 和 枟阳江市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枠 。为优化整合科技人才

资源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积极筹建并基本完成 “阳

江市科技人才 （专家） 库” 的软件开发 、信息采

集等工作 ，该库即将开放使用 ，逐步实现人才资

源共享 。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与实施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

组织申报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５项 ，批准立项 ４

项 ，其中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１项 ，即宝马利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申报的 “冷储

合一过冷型平行流冷凝器” 项目获得科技部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贷款贴息扶持 ；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 ３项 。组织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６５ 项 ，

其中 ３６个项目获得省科技计划立项 。争取到国

家 、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８３６万元 （其中国家 ５０

万元 ，省 ７８６万元） 。全市共申请市级科技计划

项目 ２００多项 ，批准实施 １２８项 。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有 ４家企业

被认定为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至此 ，全市共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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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民营科技企业 １３１ 家 ，全年技工贸总收入达

１１０亿元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 　 ２００６年 ，阳江

市组织阳西色母厂等 ２家企业申报组建 “广东省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组建市级工程技术开发

中心 ５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培育了省级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 ６家 ，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３３

家 。同时 ，认真抓好在建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的指导 、跟踪服务 ，扶持依托企业围绕中

心目标任务加强研发工作 ，依托阳江市宝马利汽

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组建的 “广东省汽车空调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顺利通过省的验收 。这些

省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已经成为行业技

术创新的龙头 。

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 　 ２００５年 ，阳江市组建

了 “阳江市五金刀具创新中心” 并于年底投入使

用 。 ２００６ 年 ，根据 “边组建 、边运行 、逐步完

善” 的原则和当前的条件 ，阳江市继续抓好以五

金刀具创新中心为主的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

在用好 、维护好已组建的模具研发中心 、技术开

发培训服务中心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刀剪机械

研发中心 、热处理中心和五金刀剪行业专利数据

库等 “五中心一数据库” 的同时 ，进一步筹建热

处理中心和刀剪机械研发中心等其他创新平台 ，

为进一步提升该市五金刀剪特色支柱产业的技术

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

的阳春市合水镇 （蚕桑）、阳东县东平镇 （捕捞）

被批准为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至 ２００６年底 ，

全市共有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４个 ，市级专

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９个 。专业镇的建设为集群产

业自主创新搭建了公共平台 ，引导 、扶持各地形

成了一批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产 、集约化经营

的有特色的主导产品和产业 ，促进了县域特色经

济的发展 。

【产学研合作】 　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 ，阳江市努力推动政府 、企

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研

合作 。以华南理工大学阳江工业技术研究院为桥

梁 ，华南理工大学与阳江市企业的合作进一步加

强 。与广东海洋大学签署了双方共建社会主义新

农村合作协议 。 ２００６年初 ，围绕阳江市委 、市政

府提出要全方位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思路 ，阳江

市与广东海洋大学开展校市 、校企长期合作的意

向 ，并于 ６月 ２７日 ，阳江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

洋大学签署了双方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合作协

议 。此外 ，阳江市还有 ５个单位分别与广东海洋

大学的相关学院 、研究所签订了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有关项目 。

【专业镇建设】 　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阳江市着力抓好以特色农业为支柱产业的专业镇

创新试点建设 ，全市 ４个省级专业镇中有 ３个专

业镇以特色农业为支柱产业 ，９个市级专业镇中

有 ６个专业镇以农业特色著称 ，专业镇的建设促

进了农村经济加快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成为县

域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支撑

力量 。

【科技成果管理】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通过科技成

果鉴定的项目共 １１项 ，其中通过省科技成果鉴

定项目有 ８项 ；办理阳江市科技成果登记的项目

共 １１项 ，其中推荐给省科技成果登记的有 ８项 。

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的 “冷储合一”

过冷型冷凝器 、阳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

田间自然诱发稻瘟病圃抗性鉴定技术在水稻生产

上的应用 、广东省阳西县海洋与渔业局等单位的

国家级近江牡蛎吊养标准化示范区 ３个项目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

【知识产权工作】 　

进一步营造知识产权政策环境 　 ２００６年 ，阳

江市组织召开了首次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 ；制定了 枟阳江市专利奖励办法枠 并颁布实

施 ，组织了第一批专利奖励项目的评选工作并进

行了表彰奖励 。

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宣传 　 在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及前后 ，阳江市组织有关单位开

展知识产权宣传咨询暨现场优惠办理专利申请 、

商标注册服务活动 ，累计有４ ０００多人次参加了咨

询 ，有 ６０多家企业及个人提出专利申请 １８５件 ，

资助金额达 ５万多元 。邀请省政协常委到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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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区） 作知识产权知识巡回讲座 ；邀请省知

识产权局法制处的领导到阳江市开办专利保护知

识培训班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２８日 ，阳江电视台对一外观设

计侵权案的执法过程作了全程跟踪报导 ，南方电

视台也作了相关报道 ，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力地

打击了专利侵权行为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

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持续增长 　 ２００６年 ，阳江

市专利申请达 ８０５件 ，比上年增长 １５畅２％ ，再创

历史新高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４ 项 ，实用新型 １５６

项 ，外观设计 ６２５项 。专利授权 ４９９件 ，比上年

增长 １％ ，专利申请量继续保持粤西地区领先

地位 。

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继加大 　 开展联合执

法 。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 ，阳江市组织

开展联合执法 ，重点对阳江市区 、阳春市 、阳西

县的商场 、批发市场 、医药超市 、药店和药品批

发等场所的五金刀具 、食品 、音像制品 、医药等

产品进行检查 ，查处假冒 、冒充 、侵犯知识产权

的违法行为 ，共查获翻版盗版电子出版物 ３００

多张 。

调处专利纠纷 。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共受理专利

侵权纠纷案件 １２宗 ，调解结案 ２宗 ，撤回请求 ４

宗 ，处理解决 ３宗 ，请求宣告无效的 １宗 。

积极做好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 ２００６年阳

江 （国际） 五金刀具博览会期间 ，阳江市组织知

识产权执法人员进驻会场 ，为会展提供知识产权

咨询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投诉等服务 。会展期

间共派发 枟专利法枠 枟知识产权知识手册枠 等资

料 ５００多份 ，接受咨询 １００多人次 。

组织实施专利技术实施项目 　 ２００６年 ，阳江

市组织申报了 ５项专利技术实施项目 。广东永光

刀剪集团有限公司被省知识产权局认定为 “广东

省百家知识产权优势民营企业” 。

积极打造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经过一年多的

筹建并试运行 ，２００６年 ４月 ，阳江市正式开通了

全国首个五金刀剪专利信息数据库 ，为全市五金

刀剪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专利信息服务 。阳江

市五金刀剪专利信息数据库依托广东省知识产权

局专利信息中心组建 ，可提供中国和七国 （俄 、

美 、英 、法 、德 、日 、瑞士） 两组织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欧洲专利局） 的五金刀剪专利文摘数

据库和中国专利全文说明书 。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的 “阳江十

八子厨业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此外 ，有 １１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 ，８项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 ２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６５家 、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品 １６项 ，这些企业已成为阳江市科技创

新和发展高新技术的生力军 ，为促进该市产业结

构调整 、增强产业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２００６年 ，省科技厅批准

建立了阳江市五金刀具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

省级海洋水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国家级五

金刀具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实现了阳江市在

建设省级特色产业基地方面 “零” 的突破 。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６年 ，阳江市共组织 ３２个农业

项目申报广东省 “地市重点引导项目” ，申报了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等 ６项农业

科技专项 ；积极做好星火计划 、生态农业 、星火

产业带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农业科技产业化示

范园区等项目实施的跟踪和指导工作 。

阳江市先后建立了 ４个 “农村科技信息 ‘直

通车’ 建设工程” 先行示范点 ，并鼓励和支持专

业镇创新试点建设信息化平台 ，以充分发挥专业

镇的辐射 、示范和带动效应 ，并实现资源共享 。

【科技记事】 　

· １月 ２３日 ，阳江市委 、市政府组织召开全

市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

· ３月 ２３日 ，阳江市科技局及吴红坚局长分

别被省科技厅授予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和先进个人

光荣称号 。

· ３月 ３０日 ，阳江市委 、市政府组织召开了

全市科技工作会议 。

· ４月 ２４日 ，阳江市专利信息数据库正式开

通仪式举行 。

· ５月 ，枟阳江市专利奖励办法枠 通过市政府

审定 ，正式颁布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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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 ２３ 日 ，由阳江市科技局 、市委宣传

部 、市科协共同主办 ，市直 ３０多个有关单位和

部门协办 ，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阳江” 为主题的

２００６年阳江市 “科技进步活动月” 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暨大型科技法规和科普知识宣传咨询活动在

市人民广场举行 。

· ６月 ７日 ，在阳江市阳东县红丰镇 ，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农科院 、阳江市科学技术

局 、阳东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广东省纪念星火

计划实施 ２０周年暨科技下乡活动” 。

· ６月 ２７日 ，在广东海洋大学主校区多功能

厅举行阳江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洋大学共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合作签约仪式 。

· ７月 ，阳江市的 “阳江五金刀具特色产业

基地” 被省科技厅认定为 “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

产业基地” 。

· １１月 ３０日 ，阳江市委 、市政府隆重召开

全市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暨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年度阳

江专利奖表彰会议 。

（阳江市科学技术局 　黄志珍）

湛 　江 　市

２００６年 ，湛江市委 、市政府进一步加强科技

工作领导 ，强力推进自主创新 。年初 ，颁发了

枟贯彻省委 、省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竞争力的决定的意见枠 ；９月 ，陈耀光市长带

队参加在深圳召开的全省自主创新现场会议 ，会

后 ，亲自部署全市开展贯彻全省自主创新现场会

议精神的九大专题调研 ；１１月 ，召开了全市自主

创新工作会议 ，全面部署了今后自主创新工作 ，

为全市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 。一年来 ，湛江市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市委 、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

局 ，以加强自主创新体系 、自主知识产权 、校市

合作 、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为重点 ，跟踪服务 ，

狠抓落实 ，推动了科技工作全面发展 。

【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

２００６年 ，全市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

实现了新的突破 ，一批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于生

产 ，实现了产业化 。

在石油化工产业领域 ，重点开发聚苯乙烯改

性材料 、聚苯乙烯板材专用料等技术 ，通过技改

解决了制约生产发展的工艺问题 ，大大提高了产

量和质量 。

在造纸产业领域 ，防伪水印 CF纸 、超轻定

量涂布纸和三防特种防伪热敏纸等关键技术已经

取得突破 ，实现了批量生产 。一批造纸 、塑料 、

陶瓷辅助原料生产技术 ，如中空微球聚合物颜

料 、超细碳酸钙 、改性超细高岭土等也实现了产

业化 。

在电器机械产业领域 ，开发一批光机电一体

化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农海产品深加工单套与成

套设备 ，如对虾开背机 、开肚机 、高效鱼片剥皮

机 、非油榨即吃面成套设备 、全自动米粉加工生

产线等 ，不仅替代进口产品 ，还逐步扩大出口 。

电饭煲产业技术逐步实现由低端向高端发

展 ，产品由普通型向豪华型 、多功能转变 ，部分

高端产品采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与控制 ，达到

精确 、自动控制温度及压力的效果 ，从而实现电

炊具的节能 、省时和多用途的目的 。

在农海产品深加工产业领域 ，研究开发微生

物发酵技术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 、无菌贮存与包

装技术 、酶工程技术等 ，解决了对虾冷冻加工 、

虾头综合加工 、海蜇深加工 、水果深加工等关键

技术 ，保证了出口产品的质量 。

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 ，重点改进药物剂型 、

功能 ，猪肺表面活性物质提取 、复方抗真菌药克

霉舒 、胃长泰口服液 、鸡胆口服液 、微量化鲎试

剂和一批抗癌 、抗衰老等新药与检测试剂正在研

发中 。

农业领域主要在遗传育种 、胚胎移植 、健康

养殖 、高效种植 、绿色食品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

键技术 ，推广应用于农业生产 ，取得了显著效

益 ，特别在海洋产业 ，该市恒兴 、国联 、粤海等

企业与广东海洋大学联合攻关 ，系统研究开发了

对虾亲虾培育 、无病毒对虾种苗工厂化育苗 、高

效养殖 、高效配合饲料和综合加工等部分关键技

术 ，对该市海水养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

会发展领域重点在循环经济 、食品安全 、重大疾

病防治和医药应用基础方面研究开发一批关键技

术 ，增强了全市社会发展领域的技术储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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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实现新进展 。 ２００６年 ，全市继续重视

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 ，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新组

建 ２家市级工程中心 、 ３家市级企业技术开发机

构 。通过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促进 １３ 家工

业企业成立技术开发机构 。参与粤港关键领域重

点突破项目招标 ，该市中标组建广东省海洋开发

研究院等 ５个项目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已建立

起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级种苗基地 ３家 、检测

中心 １家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３家 、企业工程中心

６家 、企业技术中心 ４家 、区域性试验中心 ３家 、

厅级重点实验室 （中心） ７家 、市级工程中心 １５

家 、检测中心 ２家 、中试基地 ２家 、企业技术开

发机构 ５０家 。全市工程中心和技术开发机构共

计拥有科研办公场地 １３畅１８万平方米 ，生产试验

基地１ ４００公顷 ，工程技术人员２ ８３６人 ，其中高

中级技术人员 ９８３ 人 ，仪器设备４ ２２０台 （套）。

２００６年 ，全市投入研发经费 １畅０５亿元 ，研究开发

新产品 １５０个 ，在研项目 ２１１个 ，初步形成企业 、

高校 、研究所相结合的多层次技术创新体系 。

【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 ，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可达 １３５亿元 ，比上年

增长 ２４％ ；利税总额 １１畅５亿元 ，增长 １６％ 。组

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 。通过招标全市立项

实施的高新技术项目达到 ８３项 ，集中在机电一

体化 、新材料 、生物与医药和电子信息等四大领

域 。这些项目的实施 ，大大促进了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６年新增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 １３ 家 ，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２

家 。全市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９５家 ，

其中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１１家 ，２００６

年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产值 １６２畅３亿元 ，创税利

１１畅８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８畅４％ 和 １５％ 。大力发

展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６年全市新增民营科技企业

７家 ，总数达到 ２８４ 家 ，完成总产值 １００ 亿元 ，

税利 ９畅５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０％ 和 １１畅８％ 。

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通过在传统型企

业中实施高新技术项目 ，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

品 ，使传统型企业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

【产学研合作】 　加强校市科技合作 ，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 。 ２００６年与高校 、研究所的合作又有新

进展 。继续加强与中山大学的合作 ，全市有 ８个

新项目与中山大学签约 ，合作项目总数达到 １７

项 ，完成投资 ９３５万元 ，开发新产品 ９个 ，为湛

江培训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 ２００多人 。在中山大

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在湛江建立 ６个产学研合

作基地 ，重点开展海水养殖新品种 、饲料及添加

剂 、水产品深加工 、饲料企业尾气除臭等关键技

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如恒兴集团与中山大

学长期合作 ，开展南美白对虾 、斑节对虾和石斑

鱼 、军曹鱼种苗繁育 ，饲料营养及配方研究 ；湛

江粤华公司为解决饲料生产尾气恶臭问题 ，与中

山大学合作攻关 。在开展与中山大学合作的同

时 ，还加强与其他高校 、科研院所的合作 。鼓励

企业与高校 、研究所联合参与科技计划项目招

标 。 ２００６年全市招标的 ４２个科技项目中就有 １０

个是企业与高校 、研究所联合投标项目 ，占项目

总数的 ２３畅８％ 。依托驻湛高校加强原创技术的研

究开发 。鼓励驻湛高校 、研究所开展关键技术的

研究攻关 。在 ２００６ 年的市级科技招标项目中 ，

就有 １７个项目是高校 （院所） 项目 ，占中标项

目总数的 ４０畅５％ 。组织一批校企合作的重大项目

参与今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湛江

市有 ５个项目中标 。

【科技计划项目实施】 　 ２００６年全市共计立项实

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２３３个 ，其中国家级项目 １８

个 ，省级 １２３个 ，市级 ９２个 ，获得上级科技经费

支持２ ４５８万元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正在实施中

的科技项目 ６３９个 ，其中市级招标项目 ２５３ 个 。

招标项目实施情况良好 ，已经结题验收的有 ９７

个 ，占招标项目总数的 ３８畅３％ 。 到 ２００６ 年止 ，

招标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２２亿元 ，其中科技三项

经费投入３ ９５８万元 ，完成产值 １１８亿元 ，销售收

入 １１２亿元 ，利税 １４亿元 ，开发新产品和新品种

６５０个 。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６年全市专利申请总量达

到 ５８３ 项 ，授权 ３３４ 项 ，比上年增长 ２２畅７％ 和

１２畅８％ 。资助申请专利 ２１４项 ，资助经费 １６畅６万

元 。招标立项支持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７项 ，树立 “冠豪” 等 ８家企业为专利试点典型

企业 ，促进了专利技术和成果转化 。湛江市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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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 、香港贸

易发展局联合举办 “２００６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

业发展研讨会” 和 “粤港知识产权利用与保护专

题交流座谈会” ，许多专家学者在会议上交流并

探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和措施 。与省知识

产权局联合编印 枟知识产权培训教材枠 ，承办全

省知识产权培训班和知识产权知识竞赛 ，举办知

识产权知识竞赛颁奖文艺晚会 ，使知识产权宣传

取得良好效果 。

【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６年全市共有 ６５项科技成

果申请登记 ，成果应用转化率达到 ９０％ ，其中有

５０项获得湛江市科学技术奖 。首次设立湛江市科

学技术特等奖 ，广东海洋大学 、湛江市海洋与渔

业局和粤海 、恒兴 、国联 、东方实业等单位联合

实施的 “华南地区对虾产业高效技术” 获得此

奖 。 １７项成果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其中获特

等奖 １项 、一等奖 ２项 、二等奖 ５项 、三等奖 ９

项 ，获市 、省奖数量和等级均创历史新高 。

【专业镇建设】 　实施特色专业镇创新试点计划 ，

大力发展具有湛江特色的优势产业 。全市在红

橙 、菠萝 、芒果 、北运菜 、羽绒 、电饭煲等优势

产业建立了 １５个专业镇 ，其中省级专业镇 ９个 。

２００６年新增电饭煲 、甘蔗 、北运菜等 ４个市级专

业镇 。通过培育特色专业镇 ，促进优势产业做大

做强 ，使特色产品的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 ，湛江

市被认定为中国电饭锅基地 ，廉江市获得 “中国

电饭锅之乡” 称号 ，吴川市获得 “中国羽绒之

乡” 称号 。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实施优秀科技人才

带高科技项目到湛创业项目 ，支持 ７家企业引进

优秀人才带项目到湛江转化 。

继续充分发挥专家人才的聪明才智 ，为湛江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谋献策 。组织专家编制 枟湛

江市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枠 枟湛江市科学

和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和高新技术 、农业

科技 、社会发展科技 、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规

划 ，以及开展湛江市中长期科技发展总体战略 、

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重大科技创

新 、科技人才队伍 、科学普及等专题研究 ，提出

了 “十一五” 科技发展的具体目标 、主要任务 、

关键技术和政策措施等 ，形成了该市 “十一五”

比较完善的科技计划体系 。牵头组织阳江 、茂名

科技局编写 枟广东省星火技术粤西水产产业带规

划枠 ，列入了 枟广东省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实施 ；参与 枟广东广西沿海水产星火技术产业带

规划枠 的编制工作 ，承办省科技厅在湛江市召开

的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研讨会 ，汇报交

流产业带的建设情况 。组织专家人才参与湛江市

科技招标 、省级科技项目申报 、成果鉴定 、高新

技术企业复查 、优秀科技人才引进等 ３３０个项目

的评审 ，形成了重要科技项目专家评审制度 ，营

造了公平竞争 、清正廉洁的科技工作环境 。

（湛江市科技局 　陈建升）

茂 　名 　市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紧紧围绕茂名市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 “工业

立市” “四大跨越” 和 “推进重化工业发展新阶

段” 的发展战略和全市的中心工作 ，以科技自主

创新为主题 ，以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为

主体 ，以工程中心 、科技计划项目为重点 ，大力

推进产学研 、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普工作 ，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

【科技政策法规】 　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

建设 。先后出台了 枟茂名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枠 枟茂名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资金管理试行办法枠 和 枟茂名市专业镇技

术创新试点管理办法枠 等文件 ，为科技创新工作

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规范办事程序 。对科

技管理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和负责执行的地方性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将行政审批项目按

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事项分别管理 。

【科技计划管理】 　 ２００６ 年 ，茂名市有 ４９ 个科

技项目获得省级批准立项 ，获得上级扶持科技

经费 ９４６ 万元 。 全市申请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３５８项 ，有 ２８９个项目列入市科技计划 ，其中

５７个项目列为科技三项费用支持项目 ，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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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８２７万元 。

【民营科技经济】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有 ４家企业

被认定为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 ，

全市共有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８２家 。全市民营科

技企业实现产值 ５１亿元 。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

有 ５家 ，超５ ０００万元的有 ８家 ，超１ ０００万元的有

２８家 ；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有 １８家 ，其中有 １３

家是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在新材

料 、化工 、资源深加工 、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初步

形成了产业群 ，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 。

【企业科技创新】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新组建企业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３家 ，其中广东省丁苯合

成树脂工程中心被列为省级工程中心 ，茂名市锁

具工程中心 、茂名市功能性生物基础材料工程中

心 、茂名市电子电器工程中心等 ３家被列为市级

工程中心 。新组建省级农业创新中心 １家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茂名市有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３家 ，省级农业创新中心 ２家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 　茂名市通过加强领导 、

科学规划 、引导服务 ，为专业镇发展构建技术创

新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和科技服务平台等举措 ，

促进了全市省 、市级技术创新专业镇建设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建立省级专业镇 １１个 ，新增

了 ３个省级专业镇和 ８个市级专业技术创新镇 。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已有 ２００多家

企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建立了科技合作关

系 。全市组织申报了广东省 ２００６年产学研合作

项目 ，其中有 ３家企业申报重大合作项目 ，有 ４

家企业申报示范合作项目 。

茂名市与省农科院合作共建第二期工作开始

实施 。到 ２００６年底 ，合作项目达 ７３项 ，建立了

３０多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全市 ２８家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和 ７９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分别与北京

大学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

国地质大学 、暨南大学等 ２０ 多家高等院校 、科

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开发项目 １３０

多项 ，一大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在产业关键技术方

面取得突破 ，大大提高了该市企业核心竞争力 ，

部分项目已进入产业化并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

【科技成果管理】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组织完成科

技成果鉴定 ５８项 ，完成科技计划项目验收 ２项 ，

在科技成果鉴定与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工作结合开

展方面进行了新尝试 。组织申报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

学技术奖项目 ８项 ，省级科技成果登记 ７项 。在

推荐申报的 ２００５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项目中 ，

有 ２项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由茂名市高

州市人民医院完成的全胸腔镜微创心脏手术的临

床应用研究和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完成

的基于 VPN光纤骨干网与 T‐C／S结构的高可维
护型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系统项目 ，获得 ２００６年

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全年受理市级科技

奖申报项目共 ７０项 ，评出市级科技奖项 ４５项 ，

其中一等奖 ２项 ，二等奖 ９项 ，三等奖 ３４项 。

【知识产权工作】 　

专利申请情况 　 ２００６ 年 ，茂名市认真落实

枟茂名市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枠 枟茂名市专利奖

励办法枠 等专利政策法规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专

利申请量 。茂名市专利申请量达 ３１４件 ，其中发

明专利 ２２件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１８件 ，外观设计专

利 １７４件 ；专利授权 １８８ 件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畅８％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４ 件 ，实用新型专利 ９０

件 ，外观设计专利 ８４件 。为了鼓励发明人申请

专利 ，对申请专利给予资助 。 ２００６年 １ — １０月 ，

共资助专利申请 １１６件 ，资助金额 ３万多元 。

知识产权人才培训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知识产

权局共举办知识产权培训班 ３期 ，知识产权专题

讲座 ５期 ，参加学习培训达２ １００人次 。

企业专利工作 　制定了专利试点企业评审标

准 ，茂名市有 ７ 家企业被列为首批专利试点企

业 ，有 ３家企业被列为广东省专利试点企业 。开

展专利奖评审工作 ，２００６年共评出专利奖 １１项 ，

其中 “一种隔热防渗涂料及其制造方法” 项目被

评为专利金奖 ， “外导流折流杆海水 —工业水换

热器” 等 ６个项目被评为优秀专利奖 。民营企业

家董超林 、刘祥新和叶加贵等 ５人获得优秀专利

发明者奖 。

知识产权执法 　 ２００６年 ，在 “３ · １５” 期间 ，

联合各县 （市 、区） 知识产权局在全市流通领域

开展了查处假冒和冒充专利行为专项行动 ，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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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１５家大中型商场进行了专利商品检查 ，对假

冒和冒充专利产品 、专利权终止商品等给予撤离

柜台处理 。在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 ，茂名

市知识产权局与公安 、工商 、版权 、海关 、技监

等部门开展了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 ，收缴非法

出版物 ３万多册 ，对 ３０多万册非法出版物进行

公开销毁 。

知识产权宣传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通过制作专

利实施电视宣传专题片 、举办知识产权知识讲

座 、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咨询活动 、印发 枟知识产

权知识手册枠 、刊登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举办知

识竞赛 、悬挂知识产权宣传标语等灵活多样的形

式 ，广泛宣传知识产权知识 ，提高全社会的知识

产权意识 。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有 ６家企业

被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至此 ，全

市共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３１家 ，其中年产值超

过５ ０００万元的企业有 １２家 ，年产值超过亿元的 ６

家 ，全市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 ２３ 亿元 ，

利税 ３畅８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５％ 和 １９％ 。

高新技术产品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 ８６ 个 ，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 ６１ 亿元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８％ 。这些新产品的技术水平大部分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 ，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大大提升了该

市企业竞争力和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 ，推动了科

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 。

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调

整了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方案 ，将茂

名高新区原一区五园的建设方案调整为与广东省

茂名石化工业区两套牌子一套人马管理 ，规划面

积 １畅８公顷 （２７平方公里） ，制定了 枟茂名市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实施方案枠 。

【特色产业基地】 　 经省科技厅批准 ，茂名市

“茂名石化特色产业基地” 被列为首批广东省火

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成立了广东省火炬计划茂

名石化特色产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 ，建立了茂

名石化特色产业基地信息平台 ，规划和实施工作

顺利推进 。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承担各类农业科

技攻关及推广项目 ５７项 ；获得省科技 “三项经

费” 支持的有 １８项 ，支持经费达 ２００万元 ；获得

市科技 “三项经费” 支持的有 ２７项 ，支持经费

达 ３４０万元 。 ２００６年省 、市级农业科技园 、农业

创新中心及健康农业示范基地等区域技术创新平

台软硬件建设加速 ，为区域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

良好的技术创新平台和支撑 。

加速各种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 ，促进了全市

农业高科技成果的推广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

中心和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在区域优势产业技

术创新中的中坚作用 。茂名市茂南三高渔业发展

有限公司和茂名市伟业全雄性奥尼鱼繁育场加快

建设步伐 ，配置创新中心主体实验设备及专职人

员 ，于 ２００６年分别通过了国家级和省级罗非鱼

良种示范场的初审 。

【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６年 ５月中旬至 ６月

中旬 ，茂名市科技局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科协组

织开展以 “建设创新型广东” 为主题的各项科技

活动 。副市长陈海在 枟茂名日报枠 上发表了动员

文章 。市 、县 （市 、区） 各部门 、各行业上下联

动 。活动月期间开展了科技报告会 、科技讲座 、

科技奖励 、科普宣传和科技集市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 ，集中宣传党和政府新时期的科技方针政策 ，

宣传和展示近年来该市的科技成果 ，向广大农民

群众传授了科技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和先进文

化 ，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科技素质 ，激发全社会

的创新意识 。开展科技集市 ２０场 ，咨询群众近 ２

万人 ；邀请省农科专家 ５２人次到茂名市举办各

类专题讲座 ４８次 ，参加学习农民９ ９３０人次 ；免

费赠送技术资料３０ ０００多册 ，VCD ５００多套 。

【防震减灾工作】 　

地震监测预报 　 ２００６年 ，茂名市加强了地震

监测预报工作 。茂名市遥测地震台网共记录到 １１

次网内地震 ，记录到 ２次周边地区 ML ≥ ３畅０级

地震 ，记录效果好 ，定位准确 。

震灾预防和紧急求援体系建设 　启动了 “茂

名市地震应急指挥系统建设” 项目 ，不断完善地

震应急中心的建设 ，安装了专用电话 、投影仪

等 。配备了地震应急工具和车辆 ，为能随时奔赴

地震现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完成了 枟茂名市防震

减灾 “十一五” 规划 （防震减灾规划）枠 的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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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群测群防工作 　 在防震减灾宣传月期

间 ，先后 ６次组织人员到乡镇 ，参与防震减灾知

识讲座 ，提供防震减灾知识咨询服务 ，展示 枟农

村建房抗震设防系列挂图枠 ，派发防震减灾知识

等宣传资料５ ０００多份 。在高州 、信宜 、电白建设

３个地震宏观前兆观测点 。

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 　茂名市政府制定了

枟关于实施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 ，提高农村

农居抗震安全性能的意见枠 。茂名市地震局选择

了信宜市金垌镇良耿移民新村作为地震安全农居

建设的首个试点 。到 ２００６年底 ，该示范村已完

成了 ４７多户新建工程 。

（茂名市科技局 　陈富华）

肇 　庆 　市

２００６年 ，肇庆市科技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 、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

环节 ，以 “建设创新型肇庆启动年” 为契机 ，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科技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

市科技局牵头起草的 枟中共肇庆市委 、肇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

力的实施意见枠 颁布实施 ；顺利筹备了市委 、市

府召开的 “肇庆市自主创新工作会议” ；牵头筹

办的由市政府举行的科技创新颁奖晚会取得了圆

满成功 ；建起了全省地级市首个院士活动基地 ；

组建了全市首个国家级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建

立中山大学肇庆环保产学研基地 ；在 “粤港关键

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中中标数量创历史新

高 。科技强市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自主创新能力

有新的提高 ，有力地推动了肇庆市经济社会的

发展 。

【科技计划管理】 　全年实施各级各类科技计划

１３１项 （国家级 ８项 、省级 ７１项 、市级 ５２ 项） ，

获得省以上扶持资金达１ ９３８万元 ，超额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工作目标 。

【民营科技】 　民营科技企业正逐步成为肇庆市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

量 。 ２００６年 ，肇庆市共有 １１家企业被认定为省

级民营科技企业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民营

科技企业 ９０家 ，其中省级 ７７家 、市级 １３家 ，从

业人员１７ ３１６人 ，总产值达 ４５畅１５亿元 。

【工程中心建设】 　 ２００６年组建 １家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由广东天龙油墨集团有限公

司为依托单位组建的 “广东省水性油墨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３家 ，分别是 ：以广东油墨厂有限公司为依托

单位组建的 “肇庆市胶印和溶剂油墨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 、以肇庆星湖制药有限公司为依托

单位组建的 “肇庆市中成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以广东中环真空设备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

组建的 “肇庆市真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工程中心 ３３家 ，其中国

家级技术研究中心 ３ 家 ，省级工程中心 （含重

点） １２家 ，市级工程中心 １８家 。

【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 　

科技成果鉴定与登记 　 ２００６年全市共有 １０２

项科研成果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其中由广东省科

技厅组织的省级鉴定 ２８项 ，由肇庆市科学技术

局组织主持的市级鉴定 ８４项 。科技成果分布于

工业 、农业 、机械 、电子 、轻工 、信息 、基础研

究 、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全年办理科技成果登

记 ９６项 ，其中省级科技成果登记 ２０项 。

科技奖励 　肇庆市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 ４ 项 ，其中二等奖 １ 项 ，三等奖 ３ 项 。

２００６年度肇庆市科学技术奖共评出获奖项目 ８６

项 ，其中一等奖 １０项 、二等奖 ２７项 、三等奖 ４９

项 。获奖项目中 ，工业类项目 １９项 ，农林水项

目 ５项 ，医疗卫生获奖项目 ５７项 ，其他领域共

有 ５项科技成果获奖 。

重点新产品计划 　列入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重

点新产品计划 １２项 ，其中获国家级新产品 １项 ，

获省级新产品 １２项 。列入新产品研究开发费抵

扣应纳税所得额项目 １２项 。

技术市场管理 　开展 ２００６年度肇庆市 （包

括各县市区） 技术市场统计工作 ，统计出全市

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１３ 宗 ，技术交易金额 １５６畅６

万元 。

９１３地市科技概况



表 11 3 17 　 2006年度肇庆市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奖励等级 备注

１ $B１４ －２ －０８ 热危重新生儿院前急救的

新模式
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健院 二

第二完成

单位

２ $B０５ －３ －０８ 热轴向色环引线多层瓷介

电容器项目
肇庆市粤华新型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三

第一完成

单位

３ $B０９ －３ －０６ 热高叠层 MLCC用低温排
胶溶剂型黏合剂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市羚光电子化学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

第一 、 二

完成单位

４ $B１０ －３ －０２ 热高性能软磁铁氧体材料

研究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

第一完成

单位

【知识产权】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６年肇庆市全年专利申

请量为 ３７５件 ，比上年度增长 ２３畅８％ ；其中发明

４１件 、实用新型 １７１件 、外观设计 １６３件 ；专利

授权量为 ２０６件 ，比上年度增长 １０畅２％ ；其中发

明 ５件 、实用新型 ９９件 、外观设计 １０２件 。

专利执法 　全年共调查专利侵权纠纷 ６起 ，

正式立案查处专利侵权案件 ３起 ，有力地打击了

侵犯专利权行为 ；其次 ，加强与其他公安 、检察

等部门的联络和协调 ，通过肇庆市的行政执法与

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联席会议 ，加强了专

利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协调的沟通 。

专利宣传与培训 　通过举办讲座 、印发资料

等形式 ，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

印发资料对企业进行普及性宣传 ，全年共印发专

利宣传资料２ ５００多份 ，对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意

识和运用专利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专利管理与服务 　市科技局积极开展企业专
利工作 ，指导和促进企业实施专利战略 。指导和

支持企业开展专利技术实施工作 ，全年共有两项

专利技术列入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积极开

展专利试点工作 ，对被认定为广东省区域知识产

权优势试点和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区域和

企业进行重点指导和跟踪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专

利服务平台的作用 ，大力完善专利服务工作机

制 。积极开展专利咨询 、专利文献检索 、专利技
术转化实施等专利服务工作 ，为企业和发明人提

供大量的专利服务 ，其中全年提供的专利申请 、

检索 、实施等方面的咨询 ２５０人次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 ，全市认定各级

高新技术企业 １９家 ，其中省级 ９家 ，市级 １１家 。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累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３２

家 ，其中国家级 ７ 家 ，省级 ６４ 家 ，市级 ６１ 家 。

２００６年 ，全市高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９１畅９ 亿元 ，

工业增加值 ２４亿元 。

２００６年 ，申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考核的企业

共 ２８家 ，全部通过专家的现场考核 。

２００６年 ，实施省级以上工业科技计划项目

３２项 ，其中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７项 ，省重大专

项 、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共 ２５项 。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６年 ，肇庆市取得省级以上农

业及社会发展类科技项目 ２８项 ；高要市禄步肉

桂种植加工专业镇 、德庆县官圩旅游专业镇和怀

集县中洲铁矿开采加工专业镇 ，被认定为广东省

技术创新专业镇 。广东贞山鳄鱼养殖有限公司承

担的 “鳄鱼膏研制与开发” 项目被国家科技部列
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在省科技厅开展的粤港

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活动中 ，高要华新香

料有限公司主持的 “肉桂油加工天然苯甲醛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和鼎湖森茂林产化工有限公

司作为第二完成人参加的 “松香环氧树脂的创新

研制和产业化开发” 项目分别中标 。

新创建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１家 （德庆银

龙实业有限公司） 、省级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１

家 （高要市活道镇农业经济发公司） ，建成高标

准市级农业科技示范镇 １ 家 （鼎湖区沙浦镇） ，

认定市级农业科技示范镇 ２ 家 （四会市石狗镇 、

０２３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怀集县怀城镇） ，新建成并被认定的省级技术创

新专业镇 ３家 （德庆县官圩镇 、高要市禄步镇 、

怀集县中洲镇） ，市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４家 （四

会市石狗镇 、德庆县官圩镇 、封开县河儿口镇 、

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这些专业镇 、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和科技示范镇的创建 ，成为县域经济

的重要支柱 。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４月举办了第四届 “肇庆

市青少年儿童发明奖” ，全市共报参评作品 ３８

项 ，评出获奖作品 ３８项 ，其中一等奖 ６项 、二

等奖 １０项 、三等奖 １４项 、参与奖 ８名 、 “组织

奖” ４个 。同时报省第四届 “广东省青少年儿童

发明奖” 参评作品 ３０项 ，评出获奖作品 １６ 项 ，

其中二等奖 １项 、三等奖 １５项 、创新奖 １３ 项 、

组织奖 ５个 。

【防震减灾】 　肇庆市地震局积极配合市政府做

好 “肇庆发电厂” 、 “西江内河核电站” 的选址工

作 ，确保该项目的顺利进行 。配合省地震局在怀

集县建立地震监测台站 ，该台站的建立将大大促

进肇庆市的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建立防震减灾联

络员队伍 ，试点工作在端州区的黄岗 、睦岗两镇

和城区四个办事处展开 ，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规

程 ，使防震减灾工作深入基层 ，形成防震减灾组

织管理新格局 。

【科技记事】 　

· ４月 ２７日 ，市政府召开了全市自主创新工

作座谈会 。

· １１月 ７日 ，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一行 ５

人 ，到肇庆市开展防震减灾工作调研 ，考察肇庆

地磁台 ，并听取防震减灾工作汇报 。

· １１月 ２５日 ，肇庆 （鼎湖山） 院士活动基

地举行揭幕仪式 。

（肇庆市科技局 　刘明胜）

云 　浮 　市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科技工作围绕构建和谐云

浮 ，建设山区经济强市 ，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中

心工作 ，按照新时期的科技发展方针 ，创新工作

思路 ，找准科技工作的切入点 ，大力推动科技创

新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了全市的科技进

步 ，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该市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省山区市前列 ，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４８％ ，一项科技成果

获 ２００５年度广东省科技成果特等奖 ，云浮市被

评为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示范市” 。云浮市科技

局 ２００６年获市委 、市政府颁发的 “文明单位”

“排头兵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等称号 。

【科技政策法规建设】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通过了

由市科技局草拟 ，云浮市委办公室 、云浮市府办

公室制订的 枟关于加快产学研合作 ，提高云浮自

主创新能力的办法枠 （简称 枟办法枠） 。 枟办法枠 是

云浮市贯彻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会议精神 ，贯彻

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联合签署的 枟关于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

协议枠 ，促进高校 、科研院所与全市校地 、校企

的紧密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全市自主

创新能力 ，促进该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

举措 。 枟办法枠 明确了全市产学研工作的指导思

路 、工作原则 、发展目标 、工作重点 、组织领导

和保障措施 。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出台了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实施意见枠 （简称 枟意

见枠）。 枟意见枠 包含了明确目标要求 、培育创新

主体 、突出创新重点 、营造创新环境 、加强组织

领导五大部门内容 。

【民营科技企业与民科园建设】 　

民营科技企业队伍建设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科

技局重视抓民营科技企业队伍建设 ，组织了 ６家

民营企业申报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有 ５家被省科

技厅批准认定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共有省级

民营科技企业 ７７家 。

民营科技园建设与发展 　广东省初城民营科

技园 ，于 ２００２年 ９月通过专家考察论证 ，成为全

省第三家省级民营科技园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入驻

园区的企业总数 ５８７家 ，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２

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６家 。 ２００６年园区实现工

业产值 ３０畅８２ 亿元 ，技工贸总收入 ２８畅９８亿元 ，

创税利 ３畅１９亿元 ，出口创汇总额４ ４４８畅８万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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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园先后建设了 “民科园技术创新中心” 、

“华南理工大学云浮石材加工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石材机械研究开发中心” “石材机械研究开发中

心中试基地” 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平台 ，为石材特

色产业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增强企业的

创新能力 。 ２００６年 ， “石材工艺设计研究开发中

心建设” “石材机械数控加工技术国产化研发与

推广” 两个民科园项目被省科技厅批准立项 ，并

获省科技 “三项经费” 支持 。项目的实施进一步

提升了石材产业的科技含量 ，增强了市场竞争

力 ，促进了云浮石材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月 ，在初城民营科技园举办了第三届中国

（云浮） 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 ，展览会期间 ，召

开了中国人造合成石 （云浮） 发展研讨会 ，出席

研讨会的有全国各地石材界的专家 、学者 、企业

代表共 １５０多人 ，人造合成石研讨会的召开 ，给

我国的人造石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 、相互促

进的平台 ，密切了石材业界之间的联系 ，提高了

云浮的知名度 。

【产学研结合工作】 　 ２００６年 ３月 ，云浮市与广

东海洋大学校长胡日章在湛江签订了 “云浮市人

民政府与广东海洋大学科技合作协议” ，同时 ，

云浮 ５个单位与该校相关院系签订了 ５项技术合

作项目协议 。 ２００６年 ７月 ，云浮市与仲恺农业学

院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云浮市被广东省科技厅认定

为首批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市 。

【工业类科技项目建设】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２００６年云浮市分别在罗

定 、新兴 、郁南 、云安组建了各具特色的省级特

色产业基地 ，它们是 ：广东省火炬计划电子配件

特色产业基地 、广东省火炬计划禽畜生物制品特

色产业基地 、广东省火炬计划电池机械特色产业

基地和广东省火炬计划硫化工特色产业基地 。到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累计拥有省级特色产业基地 ６

个 。 ２００６年 ，云安县还组建了广东省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 。

工程中心建设 　 ２００６年以云安县晟达松脂化

工 （厂） 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组建了 “广东省林

产化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以广东省天宝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组建了 “云浮市兽药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累

计组建省级工程中心 ９家 ，市级工程中心 １５家 。

２００６年云浮市的 “广东省不锈钢制品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和 “广东省液力传动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经三年的建设 ，通过了省科技

厅 、发改委 、经贸委的验收 。

高新技术企业建设 　 ２００６年罗定市新邦林产

化工有限公司和郁南县万兴机器厂被认定为广东

省高新技术企业 。全市累计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 ３２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２家 。

２００６年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温氏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被批准为全省第一批 “广东省创新

型试点企业” 。

科技计划项目实施 　 ２００６年广东温氏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的 “H５N２油乳剂灭活苗” 和云

安县晟达松脂化工 （厂） 有限公司承担的 “高软

点聚合松香” 列入 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云城区新科特石材机械厂承担的 “CNC数控石材
曲面磨切机研发” 、市宝利硫酸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的 “硫酸生产线污水处理及回用闭路循环系

统” 等 １０个工业项目分别被列入省级火炬计划

项目 、工业攻关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 。

【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 　

省科技鉴定与奖励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通过省

级以上科技成果评价的项目有 ２项 ，省成果登记

的 ５项 。 “农业龙头企业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与

示范” 获 ２００５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 ，“LP
系列新型指纹密码锁” 和 “一种调整型液力偶合

器” 分别获得三等奖 。 “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

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 ， “华南经济区现代化创汇农业

发展模式与综合技术研究” “荔枝品质保证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

油母页岩发电及综合利用” 获 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三等奖 。

市科技成果鉴定与奖励 　 ２００６年经市级鉴定

的成果有 ３２项 ，办理云浮市科技成果登记的项

目 ３７项 。获云浮市科技进步奖励项目 ３３项 ，其

中一等奖励 ３项 、二等奖 １５项 、三等奖 １５ 项 ，

获奖单位 ４１ 个 ，获奖科技工作者 １７５ 人 。

成果推广与技术市场 　加强科技转化应用体

系建设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２００６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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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省级成果推广项目 １项 ；二是加强各类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的建设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移扩散 。

该市已有生产力促进中心 ９ 家 ， ２００６ 年有 ３家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实施了 ３ 项省级农业科

技中介服务体系项目 ，为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服务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有 ３个项目列入 ２００６年度广

东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 ，项目投产后 ，产生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知识产权管理】 　

专利申请和授权 　 ２００６年 ，云浮市专利申请

量 １６７件 ，同比增长 １２畅８％ ，其中 ，发明专利 ２９

件 ，实用新型专利 ４７件 ，外观设计专利 ９１ 件 ；

授权 １００件 ，其中 ，发明专利 ８件 ，实用新型专

利 ３８件 ，外观设计 ５４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专

利申请总量 ８７８件 ，授权总量 ５２６件 （见表 １１ ３

１８ １）。

２００６年 ，资助专利申请 ５４件 ，资助经费 １畅６

万元 。

知识产权宣传 　 利用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

权日宣传周和 ６月科技活动月期间 ，开展一系列

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向全市企业 、学校和社会发

送 枟知识产权知识手册枠 ５００册 ， 枟专利知识问

答枠 宣传资料 ６００册 ，知识产权宣传挂图 ６０张 ，

枟中国知识产权报枠 “世界知识产权日特刊” ４００

多份 （６ ４００张） ，与市广播电视局联合组织市电

视台和有线电视在 ４月 ２２ — ３０日期间的每天黄

金时间播放 枟知识产权激励创新枠 电视公益广告

片 。发动全市各县 （市 、区） 在 ４ 月 ２６ — ３０ 日

期间悬挂 “保护知识产权 ，促进创新发展” 以及

有关知识产权宣传横额 。

知识产权保护 　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

动 ，检查专利商品 ２００种３ ０００多件商品 。查处涉

嫌假冒和冒充专利商品 ２８种 ３８０件商品 ，案值 １

万元 。

专利工作进展 　组织推荐云浮市东方热力发

电厂有限公司的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油母页岩

发电工艺与装置” 等 ５项专利技术申报 “广东省

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项目 。云浮市东方热力发电

厂有限公司的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油母页岩发

电工艺与装置” 、郁南县永光电池机器有限公司

的 “套 PVC彩套假底联动机” 和广东三 A 不锈
钢制品集团有限公司的 “自锁式不锈钢复合底

锅” ３项专利技术被纳入省 ２００６年专利技术实施

计划项目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已有 １１项专利

技术被纳入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项目 。

推荐广东三 A不锈钢制品集团有限公司等 ４

家企业申报第四批 “广东省百家知识产权优势民

营企业” ，其中广东三 A 不锈钢制品集团有限公
司被省知识产权局认定为第四批广东省百家知识

产权优势民营企业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已有 ３

家企业被认定为广东省百家知识产权优势民营企

业 。推荐凌丰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第一批 “广东省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

被省知识产权局确定为第四批广东省知识产

权试点县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已有两个县被

确定为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县 。

表 11 3 18 1 　 2006年云浮市各县 （市 、区） 专利申请 、授权情况

地区

申 　 　请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增长

地区

授 　 　权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去年

同期

同比

增长

云城 ８  １２ l９ 适２９ )４７ 噰－３８％ 云城 ０ 敂１５ 篌２６ Q４１ 鞍７  ４８６％

罗定 １１  １２ j７ 热３０ '２５ 厖２０％ 罗定 ０ 拻４ 耨６ O１０ �９  １１％

新兴 ９  ８ j３８ 热５５ '３３ 厖６７％ 新兴 ４ 拻１３ 耨６ O２３ �３６  －３６％

郁南 ０  ９ l３７ 适４６ )３９ 噰１８％ 郁南 ２ 敂６ 篌１３ Q２１ 鞍４６  －５４％

云安 １  ５ l１ 适７ )４ 噰７５％ 云安 ２ 拻０ 耨３ O５ �２  １５０％

合计 ２９  ４６ j９２ 热１６７ '１４８ 厖１３％ 合计 ８ 拻３８ 耨５４ O１００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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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枟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

工作方案 （试行）枠 的要求及条件 ，推荐了新兴

县实验小学等 ５所学校申报首批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

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其中云城区田

家炳中学 、新兴县实验小学被省知识产权局 、省

教育厅 、共青团省委 、少先队省工作委员会联合

确定为首批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试点学校 。

知识产权服务 　云浮市专利办事处认真做好

服务工作 ，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专利申请代理 、专

利缴费 、专利实施和法律咨询等一条龙服务 。全

年共接待专利申请咨询 ２００人次 ，为企业和个人

做好专利申请和交缴年费 ２５０件 。办理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 １件 ，合同金额１ ０００元 ，专利权人提成

专利产品销售额的 ５０％ 作为专利实施许可费 。

【农业类科技项目建设】 　

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年 ，全市列入省级

以上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共 １１ 项 ，其中国家级 ３

项 ，省级 ８项 ，这批项目涉及安全种植 、健康养

殖 、肥料 、农产品加工 、林产化工等多个农业技

术领域 ，项目总投入约 １畅０９ 亿元 ，预计项目完

成后可新增产值 ３畅０４亿元 ，新增税利４ ３４６万元 。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 “公司 ＋农户

模式下瘦肉型猪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新兴县马

林食品有限公司的 “特色风味食品质量安全加工

技术研究及产业基地建设” 和云城区新云石业

（云浮） 有限公司的 “环保建材大规格人造岗石

产业化开发” 等项目列入国家星火计划 。广东温

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 “优质肉鸡产业化食品安

全关键控制体系的建立与示范” 项目被列入广东

省农业科技重大专项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市国

有大云雾林场 、云安县晟达松脂化工 （厂） 有限

公司 、郁南县森宇林产化工有限公司 、罗定市兴

伟香料厂等五个单位参与 “广东 、广西林产化工

星火技术产业带” 的项目建设 ，新兴县新城镇政

府的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项目被

列入广东省农业科技专项计划 。

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０６年 ，全市列入省级专

业镇类科技计划项目共 ５项 ，其中罗定市泗纶镇

（竹制品加工） 、榃滨镇 （肉桂） 和郁南县都城镇

（电池机械） ３个镇列入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项

目 ，云城区的云城街生产力促进中心的 “石材机

械专业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列入省专业镇技术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省

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１５家 ，其中工业类 ７家 ，农

业类 ８家 。

【科普载体建设与科普工作】 　

省级科教基地建设 　 ２００６年 ，市科技局引导

各县 （市 、区） 科技局依托各地特色基地组织申

请省级科技教育基地认定 。云浮市 “郁南县大王

山森林公园” 被省科技厅等部门认定为 “广东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至 ２００６年底 ，云浮市已

建立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５家 。云浮市科技

局还通过帮助 “基地” 组织申报功能建设项目或

活动 ，为 “基地” 争取省科技厅科学事业费的支

持 ，推动 “基地” 功能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科普宣传活动 　 ２００６年 “科技进步活动月”

期间 ，云浮市科技局 、科协 、地震局 、知识产权

局等部门组织市直近 ２０个单位在广东省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地 ———云浮市青少年宫广场举行了大

型的科技集市活动 。云浮市市长欧真志 、副市长

李尧坤等参加了活动 。这次科技集市展示的内容

既有最新的工业 、农业科技知识 ，也有与广大群

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假食品 、药品 、人民币

识别方法 ，防病防疫 、消防救治等知识咨询 ，同

时还设摊免费为市民维修家电 、诊病治病等 。

云浮市科协在市青少年宫举办了为期半个月

的 “科学发展观” 图片展 ，展出 ５５幅关于 “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图片 。该图片展 ，生动新颖

地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市直有关单位干部职

工 、学校师生 、市民群众近６ ０００人观看了图片展 。

在 “科技进步活动月” 期间 ，云浮市科协邀

请国际注册高级营养师龙日荣教授作题为 “创新

时代与健康科学” 的科普报告会 。市直有关单位

领导 、各县 （市 、区） 科技部门领导等 ５００多人

聆听了报告 。

按省科协的部署 ，云浮市科协及各县 （市 、

区） 科协的科普画廊张贴了 “构建节约型社会”

和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等科普挂图 ，

并将挂图发放到学校及社区 ，向广大市民宣传科

普知识 。市科协继续与中国科协声像中心 、云浮

市电视台合作 ，在每周星期二中午综合频道 、晚

上公共频道播出 枟科普大篷车枠 科普影片 ，向广

大电视观众宣传科学健康生活方式 、科学种养等

４２３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科普知识 ，２００６年已播出 ６０多期 。

在第 ２１ 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

云浮市有 ４项获省二等奖 ，７项获三等奖 ；优秀

科技实践活动项目有 １项获二等奖 ，４项获三等

奖 ，新兴县实验小学获省 “优秀组织奖” ，新兴

县实验中学获全国 “优秀组织奖” 。

学会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０６年云浮市科协对市

级学会工作提出了新思路 ：学会工作加强为单位

党组的中心工作服务 ；加强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

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交通工程学会 ２００６年围绕

市交通局党组的中心工作 ，以不定期形式开展了

１５次学术交流 ；气象学会在 “３ · ２３” 世界气象

日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向省气象局申报的科研

课题 枟人工增雨两个时机指标的选择枠 已经通过

省气象局的验收 ；课题 枟云浮山区浓雾预报系

统枠 实施进展顺利 ；公路工程学会召开 ２００６年

学术交流年会 ，交流论文 ３４篇 ，报省级优秀学

术论文 ３篇 。

【防震减灾工作】 　

“十五” 计划项目的实施 　 “云浮市地震应

急指挥中心” 和 “广东省地震信息服务系统云浮

市节点” 的设计方案经省局批准后 ，通过设备招

标采购 ，已完成了室内装修 、电气工程建设和设

备安装调试等硬件建设 ，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的

建设开始进行 ；地震群测群防系统开始建设并已

初具基本规模 ；地震信息反馈系统升级工作已完

成 ，运行正常 。

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 　省确定的首批地

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各项建设工作已基本完

成 ，待省检查验收 。 ２００６年选定了两个新建村作

为示范村进行培育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配合下 ，

新建村按照示范建设要求进行规划 、设计和建设 ，

准备上报为广东省第二批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 。

群测群防系统建设 　根据 枟云浮市地震群测

群防工作规范枠 ，以中学作为群测点的依托 ，建

设地震科普教育基地 。选取了新兴县第一中学 、

云城区田家炳中学 、郁南县西江中学作为第一期

基地建设 ，投入资金 ６ 万多元 ，建设了断层气

（CO２ ） 观测和动植物监测等项目 ，通过成立课外

活动小组或地震协会 、张挂防震减灾宣传画 、出

墙报专栏 、播放电教片 、举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

式进行防震减灾科普活动 。

工程建设抗震设防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全市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抗震设防管理 ，对重要

工程的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进行管理 ；

所有经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地震局窗口进行办理

的工程建设项目 ，均提供抗震设防参数 ，要求其

按国家规定的设计动参数进行设计和施工 ；加强

对农村建房抗震设防的宣传和指导 。进一步规范

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 ，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

防管理工作 。

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通过电视专访和 枟云浮

日报枠 重点对防震减灾的重要性和作用 、防震减

灾现状 、市地震局服务窗口业务等进行了宣传 。

如主题为 枟关注地震灾害 提高防震意识 建

设安全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枠 的记者专访 ，就 “十

一五” 期间该市防震减灾规划 、加强农村防震减

灾 、民房设防及对策 ，如何从防震减灾方面构建

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公众进行了解答 。

更新和丰富了 “云浮市科技信息网” 地震工

作专栏内容 ，强化了防震减灾法规和地震科普知

识的宣传 。

枟云浮市防灾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编制

　 枟云浮市防灾减灾 “十一五” 规划枠 由市地

震局牵头 ，组织市财政局 、农业局 、民政局 、气

象局 、人防办 、国土资源局 、市三防办共同编

制 。该规划坚持经济建设 、城乡建设同防震减灾

一起抓 ，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的指导思想 ，坚持

“以预防为主 ，防御与救助相结合” 的方针 ，结

合该市的区域发展战略 ，包含了防震减灾 “十一

五” 规划内容 ，明确了 “十一五” 期间防震减灾

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建设项目等 ，突

出了建设地震应急处置系统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等 。

该规划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 ，于 １１

月 ２６日颁发实施 。

坚持做好服务中心窗口工作 　按照市委 、市

政府和行政服务中心工作要求 ，坚持 “热情服

务 、优质服务 、主动服务和规范服务” ，进一步

规范了办事程序 ，对办件能进行即时办理 ，大大

方便群众 。多年来 ，保持每月群众投票满意率达

１００％ ，并保持月评 “三好窗口” 称号 。市地震局

窗口全部办件都能提前办结 ，多年来无缺办 、漏

办 、超时办件 。

（云浮市科技局 　陈嘉丽）

５２３地市科技概况



清 　远 　市

２００６年 ，清远市科技信息工作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

心工作 ，创新思维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及能力 ，

提高服务水平及质量 ，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

加强山区信息化和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建设工

作 ，为推动全市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做

出了贡献 。

【科技计划 、成果管理】 　 ２００６年共组织申报省

科技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１６５项 ，列入省科技厅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４０项 ，省科技厅下达的项目

经费 ８１６万元 。受理立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有

１１０项 ，下达经费扶持立项的有 ３０项 ，安排项目

经费 １００万元 ，下达经费自筹项目立项的共 ６２

项 。组织市级科技成果鉴定 ３２ 项 ，组织评审

２００６年度市科技进步奖评奖项目 ３３项 ，获奖项

目 ２７项 ，其中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 ８项 ，三等奖

１８项 。其中 “华南地区旱地健康养鸭关键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 项目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

【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大力开展专业镇

技术创新试点工作 ，加快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在

２００５年成功创建 ４个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的基

础上 ，２００６年又组织 ６个镇向省科技厅申报广东

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其中清新县龙颈镇 、清新县

山塘镇 ２个镇被批准为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对已

有的省 、市技术创新专业镇 ，以政府扶持 、引导

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 ，因地制宜 ，指导其积

极探索创新平台的建设模式和运作机制 ，鼓励建

设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 ，推动专业镇骨干企业建

立研究开发机构 ，逐步形成区域创新体系 。

【知识产权工作】 　

专利项目的开发实施 　 经省知识产权局认

定 ，清远市江山电子公司为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 ，清新县太和镇为广东省知识产权区域试点

镇 ，清远市第一中学列为广东省知识产权教育试

点学校 。列入省专利开发计划的 “全自动旋转式

吹瓶机” “数码信息历” “超大口径钢塑复合管”

等项目专业开发实施进展顺利 ，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 ，特别是 “全自动旋转式吹瓶机” 等产品大

量出口 ，成为该市企业技术创新的榜样 。 ２００６

年 ，全市专利申请量 １９３件 ，专利授权量 １０８件 ，

同比分别增长 ４畅７％ 和 ６畅３％ 。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工

作 。以打击流通市场假冒 、冒充专利行为为重

点 ，２００６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５０人次 ，检查大型

超市 、商厦 、批发市场的商品２ ０００多种 ，查处涉

嫌假冒 、冒充专利产品的商品 ４件 ，立案查处并

结案冒充专利案 １宗 ，审结专利侵权纠纷案 １宗 。

加大联合执法工作力度 。按省知识产权局的

统一部署 ，市科技信息局联合市商业局 、市公安

局 、市质监局 、市文化局 、市委宣传部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 “４ · ２６” 知识产权行为联合执法专项

活动 ，集中查处市内食品 、医药领域中假冒他人

专利和冒充专利的行为 ，收到良好效果 。

首次开展大型会展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在

２００６年初中国华南农业博览会举办期间 ，清远市

科技信息局 （知识产权局） 共派出 ２０名执法人

员对农博会所展商品进行了知识产权执法检查工

作 ，不仅维护了农博会的声誉 ，而且积累了大型

会展执法检查的经验 。

【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科技企业】 　积极引导帮

助企业消化吸收先进技术 ，提高产品档次 ，提升

管理水平 。 ２００６年 ，清远市新增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 ９家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４家 ，有 ６家企

业的 １０种产品被新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

全市已有 ４１家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３８家广东

省民营科技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 ， ２００６ 年全市

４０家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２２畅７

亿元 ，工业增加值 ２３畅７ 亿元 ，总收入 １１８畅４ 亿

元 ，出口创汇 ５畅０３亿美元 ，实现利税 ９畅９９亿元 ，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该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

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市企业技术创新的火车头 。

【信息化工作】 　

以信息化应用为主导 ，推进山区信息化建设

在全市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

下 ，以推行电子政务的应用和服务 “三农” 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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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 ，实现了山区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

高质量完成了全市电子公文交换暨协同办公

系统 。在前几年电子政务建设的基础上 ，按照省

的相关要求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组织采购和实施了全

市电子公文交换暨协同办公系统 ，并与市保密局

共同制定了 枟清远市电子公文和信息交换管理暂

行办法枠 。该系统于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８日开始试运行 ，

软件现趋于成熟 ，确保原计划的 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１日

正式使用 。为配合这一系统如期高效及安全使

用 ，还分别建设了确保市政府中心网络平台数据

安全的数据备份平台 ，满足网上应用信息安全传

递的 CA数字认证分中心 ；整合网站资源 ，对市

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增加了 “政府

文件” “政府办报” “信访公告” “科普之窗” 等

新栏目 ，并按照省政府对门户网站的要求对原

“政务公开” 栏目进行了调整 ；新组建了连山县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市建设局网站 、市国土局网

站 、市民盟网站 、市军分区内网网站 。至此 ，已

完成全市电子政务网络的建设工作 。

信息服务进农村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宣传推广农村信息化建设成果 ，提高农村

生产 、生活水平 ，提升农民素质和增收致富能

力 ，促进该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市科技信息

局和清新县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１６日在清新

县飞来峡镇成功承办了全省 “实践先进性 、信息

服务进农村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服务活

动启动仪式 。根据省的工作部署 ，结合该市实

际 ，市科技信息局随后下发了 枟关于在全市深入

开展 “实践先进性 ，信息服务进农村 ，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活动的通知枠 。 ４ — ８月 ，全市

８个县 （市 、区） 共举办了 １４场活动 ，参加活动

人数达７ ４５８人 ，用多个典型案例向广大农民介绍

推广应用信息化的作用 ，增强了该市应用山区信

息化建设成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同时 ，在省信息产业厅的指导下 ，市科技信

息局与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 、 TCL电脑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和移动 、电信等部门合作共建

了 ５５个农村信息化体验服务中心 （站 、点） ，分

布于 ８个县 （市 、区） 的乡镇特色企业 、协会 、

农技站 ，让广大农民直接感受 、体验和应用信息

化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特别是清

新县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１０日被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列为国家级县域经济信息化试点县 ，走在清

远市的前列 。

【科技兴农】 　 大力引进农业种植养殖新品种 、

新技术 ，以科技示范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发

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省市联动项目 ———

“石灰岩山区实用科技成果集成示范” 实施情况

良好 ，带动阳山 、清新两地农民种植无公害蔬菜

近２ ６６６畅７公顷 ，每公顷产值比常规生产增加

８ １００多元 。 ２００６年 ，全市共引进示范水稻 、玉

米 、水果 、畜牧水产等新品种 ８０多项 ，选定了

连州的黑优大杂交冬瓜 、粤红一号红尖椒 、春雪

超级白萝卜 ，阳山的丰优秀占水稻 、农大 １０８玉

米 、灯笼芥菜 、桂华鲮鱼 ，连山的大肉姜 、有机

稻 ，连南的黑山羊 、桑蚕 ，佛冈的翘嘴鲌 、冰糖

桔等加以推广 ，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积极示范推广农村沼气应用新技术 ，解决农

村能源问题 ，促进新农村建设 。全市 ８ 个县

（市 、区） 均已开展了农村沼气应用技术的示范

推广工作 。以阳山县为例 ，全县共建设沼气示范

村 ６个 ，沼气示范户达到 ２３７户 ，产生了较好的

经济 、社会 、生态和社会效益 ，深受广大农民的

欢迎 。

【防震减灾工作】 　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建设 。

建在连州市 、英德市 、清新县的三个全省联网的

数字地震台 （站） 已完工 ，连州台已投入使用 ，

英德 、清新台即将安装设备 ，三个台站正常使用

后 ，可全面及时明确地监测到该市行政区域内发

生的地震 。

高标准完成了广东省地震安全农居示范

村 ———源潭镇高桥社区的抗震设防建设 ，该示范

村在选址 、规划 、设防及宣传等方面均达到了

枟广东省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执导意见 （试

行）枠 的标准 ，２００６年 ６月份通过了省地震专家

组的评审验收 ；督导拟建的重大工程 ———市水利

枢纽工程完成了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

在市中心区域建立地震应急避险场所和组建

地震应急青年志愿者队伍 。经清远市人民政府 、

清城区人民政府 、清新县人民政府批准 ，在清远

市中心区域建立了市体育中心 、凤城广场 、清新

县政府广场 、清新县体育馆 ４个地震应急避险场

所 ，组建了清远市 、清城区 、清新县 ３支地震应

急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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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可靠依据 。在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６日晚台湾南部海域发生里氏 ７畅２ 、 ６畅９级

大地震时 ，为清远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

地震信息 ，维护了社会稳定 。 ２００６年 ９月 ，通过

在清城区银盏新村外围组织地震爆破试验 ，为成

功调解该村因多户农户房屋出现裂缝而引起的民

事纠纷起到关键性作用 。

【科技进步活动月】 　在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０日 — ６月

２０日的 “科技进步活动月” 期间 ，市及各县 （市

区） 科技部门组织了以大型展览 、科普讲座 、科

技咨询及科技下乡等一系列科技宣传活动 ，发放

各类科技资料 ２４万多份 （册） ，吸引参加群众 ３０

多万人 ，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生产生活中切实感受

到科技的重要性 ，增强全民爱科学 、学科学 、用

科学的意识和氛围 。

（清远市科技信息局 　刘国君）

潮 　州 　市

２００６年 ，潮州市科技工作围绕市委 、市政府

着力打造 “一名城两基地” ，努力建设 “经济发

达 、文化繁荣 、社会和谐 、富裕安康” 的广东

“东大门” 的战略部署 ，努力加大该市自主创新

工作力度 ，推动科技事业不断进步 ，促进该市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 。

【科技计划】 　 ２００６年 ，全市共组织申报国家 、

省项目 １７７项 ，已批准立项 ９６项 ，其中国家级

１６项 ，省级 ８０项 。其中 ，有两方面的项目尤为

突出 ：一是国家富民强县项目 ２项 ，立项项目占

全省一半 ；二是在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

破项目招投标中 ，该市共有 ８家单位 １０个项目

参加投标 ，最终 ５个项目中标 ，参加投标和中标

项目数量均创下新高 。潮州市是粤东地区唯一连

续 ５年都有项目在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

投标中中标的地级市 ，并且中标项目数量呈逐年

增长的良好态势 。

市级科技引导计划项目立项 ７６项 ，其中攻

关计划 １８项 ，火炬计划 ８项 ，星火计划 ９项 ，社

会发展计划项目 ３５项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６

项 。项目主要集中在该市支柱工业 、农业和公共

社会项目三个方面 ，其中该市 ７大支柱工业项目

２５项 ，占总数的 ３２畅９％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加大了对农村和农业生产项目的支持 ，农村

和农业项目共 １６ 项 ，占总数的 ２１畅１％ ；卫生 、

环保等公共社会项目 ２７项 ，占总数的 ３５畅５％ 。

【民营科技】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认定民营科技企

业 １７家 ，累计 １６３家 ，其中省级 １２１家 ，市科技

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９家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民营科技

企业工业总产值 ６５ 亿元 ，技工贸总收入 ６３ 亿

元 ，从业人数 ３畅６万人 ，实现税利 ７亿元 ，出口

创汇 ５亿美元 。

【产学研合作】 　引导企业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

构的联系和合作 ，组织企业参加了 ２００６年粤东

新材料科技成果洽谈会等活动 ，为推动产学研结

合搭桥铺路 。据统计 ，该市已有 １８家企业和高

校 、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 ２００６年 ，组织申

报省部产学研重大合作项目 ３项 ，示范合作项目

４项 ，专业镇对接项目 １项 。

【专业镇建设】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市级专业镇

４个 ，新增省级专业镇 ３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

共有专业镇 １７个 ，其中省级 １２个 。

【研发机构建设】 　以企业为依托的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稳步推进 。新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９个 ，新组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４个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共有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 ３５个 ，其中省级 １２个 。重点技术研究机

构建设取得新突破 。为了更好地服务该市陶瓷产

业技术研究开发 ，市科技局和枫溪区联合组织 、

整合潮州市现有陶瓷研发资源 ，向省申报组建潮

州陶瓷研究院 ，并得到了省的大力支持 ，在 １１

月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中中标 。潮州陶瓷

研究院的组建 ，将大大加强潮州市陶瓷产业的技

术创新 ，为该市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 。

【科技奖励与成果】 　 ２００６年 ，组织市级科技成

果鉴定 ２５项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５项 。组织评

出 ２００６年度市科技进步奖 ４２项 ，有 ３项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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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省科学技术奖 ，其中二等奖 １

项 ，三等奖 ２项 。

【知识产权】 　 ２００６ 年 ，全市专利申请共１ ６３０

项 ，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４１畅１％ ，其中发明专利 ２８项 ，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８７项 ，外观设计专利１ ４１５项 ；授

权共 ９１３项 ，同比增长 ２３畅２％ ，其中发明专利 ８

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１８项 ，外观设计专利 ７８７项 。

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９宗 ，涉及实用新型专利

２宗 ，外观设计专利 ７宗 ，已结案 ４宗 。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６年 ，全市共申报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 ３３家 ，批准 ２２家 ；申报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３家 ，批准 ２家 。至 ２００６年底 ，全市已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１１ 家 ，其中国家级 ９ 家 。

２００６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

过 １００亿元 。

【信息化建设】 　电子政务建设逐步制度化 、规

范化 ，制订了 枟潮州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

府机关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枠 枟潮州

市电子政务 “十一五” 规划枠 枟潮州市行政审批

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工作方案枠 等有关文件 。

信息产业行业又有新的发展 ，潮州市创佳电

子有限公司的 “面向高清数字电视的视频处理单

芯片集成设计” 在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

破项目招投标中中标 ，１家企业的 １个软件产品

通过认定 。

潮安县和饶平县的山区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展

顺利 ，达到了省信息产业厅任务要求 。

【 “科技进步活动月”】 　在 ２００６年 “科技进步活

动月” 中 ，潮州市坚持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潮

州” 为主题 ，通过举办科普宣传 、培训 、报告

会 、讲座和科技下乡等 １４项主要活动 ，集中宣

传和展示近年来该市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 。

举办一系列专题知识讲座 ，先后邀请华南理

工大学和山东硅酸盐技术研究院两位市政府顾问

到该市举办技术讲座 ；组织了信息服务进农村 ，

推进企业信息化 ，保护知识产权等宣传讲座 ，社

会反响较好 。

活动月期间 ，各级电视台共播放出新闻及专

题报道 ３４０多条次 ，出版墙报专栏 １４２个 ，横幅

及大小标语近５ ０００条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２５ ０００

多份 ，举办培训及讲座 １３期 ，参加培训２ ０００多

人次 。

（潮州市科技局 　李国镇）

揭 　阳 　市

２００６年 ，揭阳科技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 ，贯彻落实粤东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市委 、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积极推进创新体系建设 ，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科技企业 ，取得了新

成效 。

【政策法规建设】 　 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 枟关于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意见枠 枟揭

阳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枠 等配套措施 ，为

推动该市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政

策保障 。

【科技计划工作】 　为进一步发现和挖掘科技含

量较高的企业和项目 ，在深入企业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择优筛选了一批项目申报国家和省各类科

技计划 。经过努力争取 ，全市列入国家和省各类

科技计划 ４５ 项 ，其中列入国家科技计划 ５ 项 。

通过组织实施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成

为推动全市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新亮点 。例

如 ，由揭阳市天阳模具有限公司自行研制的 “大

型工程车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 被列入省级科技

计划 。该项目属国内首创 ，计划投入研发经费

１ ９５０万元 ，２００６年投入１ ０３０万元 ，发展前景广

阔 。按照全面提高该市科技计划的立项水平和质

量的工作思路 ，共安排市级科技计划 ３６项 。切

实抓好各类科技计划的跟踪管理工作 ，对完成计

划任务的项目及时组织结题验收 ，全年共验收 ２７

项 。各类科技计划的实施 ，既为企业创造了经济

效益 ，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促进了企业的快

速发展 ，又提升了全市的创新能力 ，推动了科技

和经济的有效结合 。

９２３地市科技概况



【民营科技经济】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向科技型

转变 ，不断推动民营科技企业上档次 、上规模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８家 。 ２００６

年 ，全市民营科技企业总产值 ５４畅７ 亿元 ，上缴

税金 ３畅１亿元 。仙梅民营科技园承担的 ４个建设

项目通过了省级验收 。

【专业镇建设】 　继续抓好省 、市专业镇建设工

作 ，构建镇级技术创新平台 ，着力打造自主创新

基地 ，为全市民营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和技术支

持 ，加速产业聚集 ，促进全市经济更快发展 。全

市新增炮台 、榕东街道办事处 ２个省级专业镇 ，

新增 １１个市级专业镇 。

【产学研结合工作】 　积极组织企业申报产学研

项目 １３ 项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８ — ２９日 ，组织企业

赴汕头参加 “粤东新材料技术成果洽谈会” ，引

进一批高新技术成果 。为进一步服务企业 ，市政

府设立了华南理工大学揭阳工程技术研究院 ，市

科技局 、经贸局和发改局联合下发了 枟关于组建

揭阳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通知枠 。

【科技成果管理工作】 　评定市科技进步奖获奖

项目 ２９项 ，其中一等奖 １１项 ，二等奖 １１项 ，三

等奖 ７项 。荣获 ２００６年度省级科技进步 ３项 。组

织市科技成果登记 ３１项 ，推荐省科技成果登记 ５

项 。组织科技成果鉴定 ３０项 ，其中市级科技成

果鉴定 ２３项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７项 。工业项

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新突破 ，其中有 ２个项目

的技术水平分别达到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

【知识产权工作】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稳步增长 　全市专利申

请和授权量分别为 ６４７件和 ４５６件 ，分别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２３畅７％ 和 １４畅６％ 。专利技术含量进一步

提高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比重增加 。

知识产权宣传力度不断加大 　积极开展知识

产权 “４ · ２６” 联合宣传执法活动 ，提高全社会

知识产权意识 ，激发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工作 。落

实 枟揭阳市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培训工作计划枠 ，

举办培训班 ２期 。

专利行政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认真组织 “４ ·

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 ，围绕 “保护知识产

权 ，促进创新发展” 的活动主题 ，联合市公安

局 、工商局 、文化广电 、榕城海关等部门 ，集中

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联合执法与宣传活动 ，查

处专利侵权等违法行为 ，维护了合法权益 ，进一

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及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 ２００６

年 ，共调处专利纠纷 ３宗 。

扎实推动企业专利工作 　申报省专利奖参评

项目 ２项 ，申报省专利实施计划 ３项 。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按照 “有所为 、有所不

为” 的原则 ，多渠道培育现有企业发展成为高新

技术企业 。 ２００６年 ，全市新增 ５家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 ，分别为 ：广东宝山堂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科迪微晶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钻宝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利泰药业有限公司和广东澳得彩

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新增 ５个省级高新技术产

品 。

【科技服务 “三农” 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全

年共组织各类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技活

动 １５６人次 ；参与科技咨询 ３万多人次 ，免费发

送各类农科资料 １畅６万份 ，赠送科技录像带 １８０

盘 ；举办科技大集 １８场次 ，技术培训 １６场次 ，

培训人员４ ８００多人次 。

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 ，继续在揭西

县五云镇坡苏村推广种植优质二系杂交稻 ，并产

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 ，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 ，大力抓好新农村建设示范

点西岐村工作 ，安排 ５万元资金和一批物资 ，切

实帮助该村解决实际困难 。

全市共组织实施国家 、省 、市星火计划项目

２５项 ，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引进推广农作物和

新品种 、改造嫁接传统农业技术 、增加农民收入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揭阳市科技局）

０３３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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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措施及规范性文件

广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

　 　 “十一五” 期间是我省实施 枟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 的开局

阶段 。 “十一五” 期间的科技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充分认识和发挥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关键作用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建设经济强省 、

文化大省 、法治社会 、和谐广东 ，实现全省人民的富裕安康以及建设创新型广东提供科技支撑 。为

此 ，根据 枟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枠 ，制定本规划 。

　 　一 、发展背景和基础

进入 ２１世纪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知识化步伐不断加快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科技支撑和带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 。大力开展科技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走创新

型国家道路成为各国提高竞争力 ，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

“十五” 以来 ，我省全面实施 “科教兴粤” 战略 ，充分发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

科技实力显著增强 。我省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设计能力 、产业国际竞争力 ３个指标位居全国前茅 。

科技进步对我省经济贡献率达 ４９％ 。我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１１年居全国首位 ，发明专利大幅

增长 ，２００５年发明专利申请量首次跻身全国第一 。 ２００５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１０ ５４１畅４２亿元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的 ４０％ 左右 ，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 。但我省人口众多 、资源短缺 、产业

结构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低 、区域发展不平衡 、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同时 ，自主创新

能力薄弱 、核心技术缺乏等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际竞争力

全面提升的 “瓶颈” 问题 。因此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

自主创新战略 ，加快建设科技强省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增强我省

国际竞争力 ，实现全省经济 、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二 、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 、原则 、目标

（一）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的指导方针 ，

大力推进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

术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建设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能

力的跨越式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大力推进全社会科技进步 ，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为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 。大力整合集成科技资源 ，建设科技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科技强省 ，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

（二） 发展思路

一是发展路径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 ，积极利用国内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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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源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 ，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创新 ，提高研

发水平 ；在优势领域加强原始创新 ，实现创新模式的层次推进 。二是创新方式从单项创新向系统集

成创新转变 。加快实现从单项创新向系统集成创新转变 ，从分散创新向联合攻关转变 ，努力发挥创

新的集群效应 ，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的系统集成创新与突破 ，推动生产力发展 。三是创新体制从注重

研发个体向系统推进创新体系建设转变 。把建设公共科技创新体系作为工作重点 ，政府 、社会 、企

业共同推动 ，立足于增强创新能力 ，逐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搭建区域公共创

新平台 ，建设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 ，突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不断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 ，

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 。四是创新目标从注重近期目标为主向达成近期目标与引领未来

发展相结合转变 。科技创新不但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更要有战略性 、前瞻性 ，服务于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五是创新服务对象从以经济建设服务为主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重转变 ，加强社会服务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

（三） 发展原则

１畅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 。根据全省现代化进程中经济 、社会 、科技的重大需求 ，突出重点 ，筛

选产业带动性强 、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项目 ，组织重点攻关 ；同时兼顾城市与农村科技发展 、区域

科技协调发展 、经济与社会科技发展 、科技纵深发展与科技知识普及 、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问题 。

２畅 需求拉动 ，政府推进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加快科技资

源流动和技术转移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围绕科技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的关键问题 ，政

府提供公共科技物品 ，包括完善创新体制 ，优化创新环境 ，搭建公共平台 ，组织公益科技和应用基

础研究等 。

３畅 立足发展 ，超前部署 。坚持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 ，从以满足近期市场需求为主向以引

领中长期市场需求为主转变 。立足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支柱产业关键技术及高新技术研发和

成果转化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四） 发展目标

到 ２０１０年 ，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地位显著提高 ；形成产业技术竞争优势和学科优势明显 、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突出 、经济社会促进能力广泛的国内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 ；基本实现科技强省的发展

目标 ，为建设创新型广东做好科技人才 、条件和能力的准备 。主要科技指标有显著提高 ，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 ５３％ ，实现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R&D／GDP） 达 １畅８％ ，每万名社会就

业人员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达 ３５人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１８％ ，年发明专利

申请量达到 ２００件／百万人口 ，技术自给率达 ４８％ 左右 。

　 　三 、总体部署

（一） 围绕一个中心

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 ，把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

突出位置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

心环节 。

（二） 加强三个层面部署

一是根据工业高新技术 、现代农业及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 ，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主

题 ，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务求突破核心技术 ，组织集成相关技术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开

发具有高度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 ，带动新的产业群体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

二是加强重大前沿技术 、原始性创新和应用基础研究 ，促进多学科交叉 、融合和联合攻关 ，形成优

势学科 ，争取获得在世界科学前沿有一定影响的科研成果 ，增加科技储备 ，增强科技发展后劲 ，提

高持续创新能力 ，培养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和研究团队 。三是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 ，营造创新环境 ，为全面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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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制度化科技 ，构建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形成自主研发能力较强的骨干队伍 。积极争取成为国

家科技能力建设和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展开四个区域布局

一是鼓励和支持广州 、深圳市成为国家自主创新试点城市和全省自主创新基地及创新型城市 。

充分发挥广深两地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 ，重点发展知识 、技术与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 ，把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主要目标 ，加强区域联动 ，通过技术集成 、技术溢出 、技术

扩散 ，进一步辐射带动全省 。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知识 、技术 、人才 、资

本和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 “高地” 。二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主 。进一步完善珠

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工作协调机制 ，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配置 ，协调各市产业分工布局 ，形成

不同层次 、不同形式的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 ，促进产业带的优化升级和先进制造基地的形成 ，把产

业带建成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基地 、成果转化基地和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人才集聚区域 。

三是促进东西两翼产业优化升级 ，加大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 。充分利用现有工业

基础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构建机械装备制造 、海洋科技产业 、

陶瓷新材料研发平台 ，发展壮大机械装备 、光机电一体化 、临港及海洋 、陶瓷产业 ，形成一批高层

次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相对密集的人才小 “高地” 。四是加大粤北山区引进和应用适用技术

的力度 ，加快形成星火技术产业密集区 ，培植和壮大专业镇特色产业 ，发展特色农业技术与农副产

品加工技术 ；各县 （市） 和有条件的镇要根据产业特色 ，建立创新服务平台 ；大力推进 “科技富民

工程” 和 “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 ，加快建设一批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科技培训示范基地 ，

建成覆盖全省农村区域的农村科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加强山区实用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开发 ，造

就一支能带领广大农民致富奔康的技术能手和带头人队伍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和人才

支撑 。

（四） 实施十项重点科技工程

１畅 知识创新工程 。

加大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 ，形成一批优势学科 ，力争在优势和特色领域获

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 ，带动或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 ，为

广东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人才基础 。

２畅 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程 。

在已确定的工业高新技术 、现代农业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中 ，优选出若干重大战略

产品 、关键技术或重大工程 ，实现重点突破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

３畅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

加快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研究院 、科技创新创业

服务体系和科研条件建设 。

４畅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

制定和实施人才创业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发展计划 、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团队发展计划以及

“科技人才基地” 发展计划 。

５畅 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工程 。

围绕火炬计划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星火计划与星火技术产业带 、专业镇及城镇化技术创新 、

地方科技能力建设与科技富民强县工程 、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民营科技园区等方面 ，加快科技

产业化及其环境建设 。

６畅 区域与国际科技合作工程 。

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实施重点合作创新计划 ，提高区域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层次 、水平和

规模 。

７畅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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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重点在产业园区 、产业集

群支持建设一批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机构 。

８畅 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建设工程 。

深入开展软科学研究和战略规划研究 ，提高科技发展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 ；加强有利于科

技创新的政策法规的研究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９畅 知识共享工程 。

发挥广东科学中心等科普基地的作用 ；加强科技知识与科技成果的共享 ；加强科技培训与交流 ；

加快农村科普和信息化建设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科技支撑 。

１０畅 军民两用技术工程 。

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推动军用和民用技术双向转移 ；建设军民共用技术信息服务平台 ；鼓

励我省企业参与国防科研项目建设 ；争取国防技术向广东企业转移并实现产业化 。

　 　四 、主要任务

（一）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产业竞争力

１畅 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

（１） 信息与通信 。

发展思路 ：一是以通信产业为重点 ，突破核心技术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抢占战略制高点 ；二

是加强面向制造业的专用技术研发 ，提高制造业生产水平 ；三是重视应用软件的研究 ，促进软硬件

技术共同发展 ；四是加强社会各领域信息技术的研发 ，提高全社会信息化水平 。

优先主题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构件化软件生产技术 、 Linux 软件技术 、嵌入式软件新技术 、

数字音视频技术 、高速 、大容量光纤传输技术 、信息显示材料及元器件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

（２） 先进制造 。

发展思路 ：一是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逐步从依赖进口转向自

主创新 ；二是重视重大成套装备的集成创新 ，逐步实现国产化 ，提高装备设计 、开发 、制造能力 ；

三是加强精密制造技术研发 ，逐步从引进转向出口 ；四是加快技术改造 ，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

护型产品及关键技术 ，推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

优先主题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 、机械制造关键工艺与装备技术 、先进轿车与汽

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船舶技术与产品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控制系

统及其关键技术 、检测仪器及科学分析仪器 、产品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软件及集成化系统 、制造业信

息化和网络化制造共性管理技术 、家电设计与绿色特性评估技术 、石油化工制造关键技术 、超高压

输变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 、高端家电 。

（３） 新能源与节能 。

发展思路 ：一是发展能源高科技 ，突破关键技术 ，开发新型能源 ，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 ，减少

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 ；二是开展节能技术研发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为建设节能型社会提供技术

支持 。

优先主题 ：风力发电技术 、太阳能利用技术 、节能技术 （包括工业节能技术 、建筑节能技术 、

交通系统节能技术 、水煤浆技术） 、天然气的开发与利用技术 、分布式能源系统 、生物质能的转化和

利用技术 、新型电池 。

（４） 生物 、医药与健康 。

发展思路 ：一是生物技术要坚持适度超前发展 ，自主创新与对外合作相结合 ；二是生物医药以

新药研制为重点 ，从以仿制为主转变为重视自主创新 ，重视中医药研究 ，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三是

提高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从重诊治到重预防 ，重视城乡社区卫生保健研究 。

优先主题 ：生物技术药物及制备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 、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技术 、生物医学材

６３３ 附 　 　录



料 、人口调控与生育调节技术 、重大疾病防治技术 。

（５） 新材料 。

发展思路 ：一是研究开发满足支柱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性能 、高可靠性及环境友好型功能材料和

结构材料 ；二是积极应用纳米技术改造传统材料性能 ，提高基础材料技术水平 ；三是围绕炼油乙烯

产业发展 ，依靠创新带动下游精细化工和专用材料产业 ；四是发展绿色材料设备工艺技术 ，加强环

境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

优先主题 ：超大容量信息储存材料 、高性能磁性材料 、新型电子陶瓷材料 、高性能结构陶瓷材

料 、轻合金材料 、新型建筑材料 、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 、材料性能 、寿命预测与失效分析 、超细粉

体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 、新型能量转换和储能材料 。

（６） 现代服务业 。

发展思路 ：一是以信息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增加服务业技术含量 ，提高服务业附加值 ；二

是建立面向服务业的信息网络 ，发展科学 、文化和教育资源共享的网络体系 ，以及现代传媒 、现代

医疗服务 ；三是优先发展现代金融业和协同电子商务等生产服务业 ，提升国民经济质量 ；四是发展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重视以设计等为重点的创意产业 ，壮大综合技术服务业 ，优化三大产业结构 。

优先主题 ：智能交通系统 、网络化教育 、数字广播影视服务系统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现代

医疗服务技术 、金融保险 、现代物流技术 、文物保护与现代旅游 、科技检测和综合技术服务 。

（７） 海洋 、资源与环境 。

发展思路 ：一是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加强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推动现代海洋产业发

展 ；二是科学开发和挖掘自然资源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加强资源节约和资源回收 ，走资源节约型

生产道路 ；三是以区域和行业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 ，促进社会 、生产 、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

优先主题 ：海水养殖技术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海洋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 、城

市群污染治理技术 、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植物资源化工与森工造纸关键技术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

济关键技术 、海水利用与海水淡化技术 、防灾减灾关键技术 。

（８） 现代农业 。

发展思路 ：一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保障农产品和生态安全为重点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二

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 ，用信息技术改造和装备现代农

业 ；三是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四是发展资

源节约型农业技术 ，拓展农业新领域 。

优先主题 ：动植物育种新技术 、农产品保鲜及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安全与高效种养技术 、农业

和农村信息技术 、人畜共患传染病综合防治 、食品安全技术 。

２畅 重大专项 。

在重点领域中确定一批优先主题的同时 ，围绕经济发展目标 ，进一步突出重点 ，优选出对科技

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能显著提高广东科技地位和竞争力的项目和产品 ，组织实施重大专项 ，力求

组织集成相关技术 ，突破核心技术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

（１）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

重点研究 ：新一代网络设备 、光传输设备 、接入网系统设备 、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设备 。还包

括新一代程控交换机 、传播发射设备 、无线高速接入设备和协议标准等产品 。

（２） 高端家电 。

重点研究 ：智能网络家电 ，将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应用到传统家电 ；数字音视

频终端 ，如转换编码器 ，数字互动电视及可录式终端设备 、 DAB接收机等 。

（３）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 。

重点研究 ：清洁汽油和柴油的脱硫和精制生产工艺和装备 ，可替代剧毒原料又经济合理的绿色

石油化工新工艺和产品 ，精细化工生产技术和产品 ，电子 、日化 、汽车等行业专用化学品制备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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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新一代汽车 。

重点研究 ：整车 、零部件设计与制造技术 、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 、替代燃料汽车 、混合燃

料汽车及新一代节能型轿车与汽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

（５）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

重点研究 ：集成电路芯片核心 （IP核） 技术开发与复用 ， IP核接口及设计 、软／硬件协同设计 、

SOC相关集成电路新结构 、可重构芯片设计 、超高速电路设计 ，高性能编译化技术 ，封装系统芯片

技术等 。

（６） 重大关键装备 。

重点研究 ：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装备 、制造业物料处理回收再利用与发展循环经济关键技

术与设备 、关键基础件设计制造技术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设备等 。

（７） 新型发光与显示系统 。

新型发光系统重点研究 ：半导体照明外延片生长技术 、发光二极管 （LED） 芯片制造技术 、高

转换效率荧光粉制备技术 、半导体照明系统控制及相关联的关键技术 、半导体发光器件等 。

新型显示系统重点研究 ：有机 、无机 、稀土等显示材料 、显示技术和显示器件 。重点发展中高

分辨率大屏幕平面型彩色显像管和显示管 、有机发光显示器 （OLE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TFT － LCD） 等新型显示器件 。

（８） 电子新材料 。

重点研究 ：片式陶瓷元件与技术 、微波陶瓷材料及元器件 、敏感材料及元器件等电子陶瓷材料 ；

光通信材料 、器件与技术 、信息存储材料与技术等光电子信息材料及元器件 ；新型稀土永磁材料 、

磁 －电子材料 、新型磁制冷材料 、大块非晶磁性材料 、复合磁性材料 、微波磁材等高性能磁性材料 ；

精密和超大规模集成电子线路板用电子化学品 、无铅化电子浆料和电镀液等电子化学品 。

（９） 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技术及产品 。

重点研究 ：酶工程及生物转化产品 、细胞工程及代谢产物 、生物反应器 、生物能源及环保技术等 。

（１０） 新能源与节能 。

新能源重点内容 ：新型电池包括燃料电池 、高性能低成本锂离子电池 、动力电池等新型材料电

池的关键技术 、规模化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生物质能源与节能包括酒精 、生物柴油及其产品 ，交

通 、建筑节能技术与系统 。再生能源利用包括高效率 、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综合利用 ，太阳

能发电设备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其关键部件的设计制造及生产技术 ，中 、高温地源热泵与采暖 、

空调 、热水联供系统 。

节能技术重点研究 ：高效 、低污染发电系统 ；油品加氢技术及设备 ；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和建筑

系统 ；高耗能企业节能技术解决方案与产品 ；天然气开发与利用技术 ；节油代油技术 。

（１１） 生物遗传资源创新利用技术 。

重点研究 ：生物种质资源鉴评创新 ；大宗粮油作物 、特色经济作物 、园艺植物 、畜禽 、水产 、

林木 、微生物等优良品种选育 ；种子种苗繁育技术 。

（１２） 动植物病虫害防治与农产品安全技术 。

重点研究 ：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人畜共患病监测防控技术 ；安全生产资料及高效安全

种植技术 ；集约健康养殖技术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和农产品有害物快速检测新技术 。

（１３） 生态安全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

重点研究 ：新型高效肥料开发及施肥技术 ；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污染环境生物修复技术 ；入

侵有害生物预警防控技术 ；农业气候资源利用及农业气象灾害防御技术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

技术 。

（１４） 主要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 。

重点研究 ：大宗农产品贮藏保鲜技术 ；粮油和特色作物深加工利用技术 ；南方特色果蔬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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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畜禽产品深加工利用技术 ；水产品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 ；食品安全加工关键技术 。

（１５） 农业装备技术 。

重点研究 ：种养机械化技术及设备研究 ；农产品加工设备研制 ；设施农业技术 。

（１６） 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创新 。

重大疾病防治重点 ：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和地中海贫血等广东多发性地方疾病机理和诊治

技术 ，新药研制 ；艾滋病和人畜共患病等重大传染病 ；重大疾病早期预测 、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 。

重大药物创新重点 ：基因工程药物 、化学合成药物 、生化药物 、疫苗的研究和开发 ，实现由仿

制为主向创新为主的转变 ；药物新剂型及给药系统的制备技术 ，高通量筛选技术等 。

（１７） 中医药现代化 。

开展岭南道地药材的中药标准化种植 （GAP） 研究 ，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深加工技术研究 ；开

展中药有效成分 、有效部位的提取分析 、评价及作用机理研究 ，研制开发现代中药新药品种 ，力争

在病毒性传染病 （肝炎 、流感 、艾滋病 、结核病等） 、心脑血管疾病 （中风 、老年痴呆 、冠心病等）

以及一些重大难治疾病 、慢性疾病 、亚健康等中医药治疗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的疾病方面有所突破 。

开展广东名优特中成药大品种二次开发 ，重点是优化配方 、改良剂型 ，提高疗效 。

（１８） 城市群污染治理 。

开展大气污染控制关键技术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技术 、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等研究 。

（１９） 饮用水安全保障 。

重点开展饮用水源的生态保护与水质改善技术研究 ；水处理过程中化学物质 、生物质的安全转

化及控制技术研究 ；强化常规饮用水净化的新技术 、饮用水安全输配技术研究 ；饮用水安全评价方

法和预警技术研究 ；加强饮用水源快速监测技术研究和仪器研制 。

（２０）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 。

重点加强汽车 、冶金 、重化工 、装备 、印染 、水泥 、电镀等重点行业的绿色关键技术与工艺研

究 ；开展减少农药 、肥料使用技术及其他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研究 ；研究循环经济方面的各种空间尺

度物质流分析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产品生态设计 、最小排放与生态产业园设计等循环利用资源的

共性技术 ，开展循环经济园区的科技示范 。

（二） 积极开展前沿技术研究 ，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前沿技术是未来高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专指建立在综合性科研基础上 ，

处于当代高技术前沿 ，对发展生产力 、促进社会发展 、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起先导和推动作用的技

术群体 ，具有知识 、人才和资金密集等特点 。

１畅 信息技术 。包括新一代网络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超级计算机技术 、数字农业技术 。

２畅 生物技术 。包括人类功能基因组技术 、干细胞体外培养诱导分化和治疗应用技术 、生物反应

器技术 、特色动植物功能基因组技术 。

３畅 纳米技术 。包括纳米技术 、纳米材料 。

４畅 先进制造技术 。包括极端制造技术 、超高速加工技术 。

５畅 先进能源技术 。包括氢能利用与燃料电池 、天然气水合物的分析开采与储存转化利用技术 、

核能技术研究与核电工程 。

６畅 公共安全技术 。包括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 、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非传统环境污

染防控技术 。

（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前沿技术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三）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促进各类资源有效衔接的运行系统 ，是提高创新能力

的关键 。政府重点支持公共 （益） 性科技研究 ，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 、以科研院所和

大学为依托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本途径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 、与全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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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架构和新型创新体制 。

１畅 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一是促进企业成为自主研发创新 、科技投入的主体 ，建立以企业为核心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

制 ，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二是继续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加强建设适应创新需要的国家级 、

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 。提升企业现有研发创新机构的能力 ，鼓励有条

件的大型企业组建研究开发院 ，从事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 ，培养一批产业和技术领

军人才 。三是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在关系产业竞争力的重大工程技术领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

技术专利和标准 。鼓励企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是

支持企业或与科研院所 、大学联合组建技术或产业战略联盟 。支持和鼓励产学研相结合 ，完善技术

转移机制 ，建设广东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五是努力消除阻碍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

策因素 ，完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体系 ，培育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六是吸引跨国公司来

粤设立研发机构 ，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我省科研院所 、大学和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研发活动 ，

联合创建实验室 、研发基地等 。

２畅 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有效机制 。

以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重点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促进科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 。深化科研院所体制改革 ，通过体制创新 、结构调整 、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 ，加快

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提高科研院所自主创新能力 。科研院所要加强与

企业和地方合作 ，争取承担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任务 ，稳定一支精干 、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成为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基地 。鼓励并积极推动科研院所采取产权分离重组 、产权多元化等形式 ，

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科研院所内部二级经济实体可改制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科技型企业 。

３畅 加快产业技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通过新增投入 、整合原有科技资源 ，围绕支柱产业的产业需要 ，

在特色和优势领域或者可能形成新特色新优势的领域 ，重点建设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工业技术

研究院 、电子工业研究院 、数字媒体技术研究院 、家电技术研究院 、精密制造技术研究院 、精细化

工研究院 、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院 、激光与光电技术研究中心 、 IC设计中心 、汽车设计与零部件中

心 、材料检测与评价中心 、高性能超级计算中心等一批国内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或研究开发院 。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府引导 ，多方共建 。重点做好整体规划 ，宏观引导 ，努力争

取国家支持 ，使我省成为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布局的重要省份 ，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匹配互动发

展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 、科研院所 、高校 、企业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形成全省上下联动 、

政府和社会多方参与的格局 。二是创新体制 ，资源共享 。积极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资

源共享为核心 ，打破资源分散 、封闭和垄断 ，构建开放的公共研发机构 ；按照整合 、共享 、完善 、

提高的要求 ，有效调控增量资源 ，整合激活存量资源 ，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的潜能 。

４畅 构建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的知识创新体系 。

以大学 、科研院所为主要依托建立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式公共实验室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 ，重点

为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 、社会公益性的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研发提供基础设施和环境 。

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加强对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探索 ，加强和组织开展应用基础和高技术研

究 ，形成一批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基础研究领域和世界前沿技术领域 。加强人才培养 ，造就一批各学

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 ，为我省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智力支持 。

５畅 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支撑体系 。

一是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或以产业公共技术为目标的公共创新平台 ，为区域经济发展 、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等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以专业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的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体

系 ，包括各类孵化器 、生产力促进中心 、评估咨询机构 、职业培训机构 、科技信息中心等 ，形成组

织网络化 、服务社会化的创新服务网络 ，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 。推进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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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及计量标准体系平台建设 ，加强区域性农业 、林业 、水产试验中心及技术推广机构建设 。二是加

快推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鼓励有条件的专业镇创办技术创新中心 ，解决中小

企业科研力量不足的问题 ，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服务 。支持发展行业技术创新中心 、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和大学科技园等各类企业孵化器 ，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是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等科技园区与孵化器创新体系建设 。国家级及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进行 “二次创业” ，通过

“再造新机制 、再造新环境 、再造新特色” ，向专业化 、高集成 、大基地方向发展 。科技园区及孵化

器应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充分利用 ，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加强国际科技合

作 ，成为产业技术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四是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工作 ，促进特

色农业基地建设 。根据我省农业发展的特色和趋势 ，在健康农业 、生态农业 、都市农业 、外向农业

等不同农业类型建立一批示范区 、创新中心 、特色农业科技园区和健康基地 ，成为农业科技成果应

用和示范的窗口 ，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示范 。

６畅 加强科技基础设施与条件建设 。

本着 “统一部署 ，突出重点 ；整合资源 ，开放共享 ；市场导向 ，创新体制 ；政府主导 ，多方联

动” 的原则 ，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对现有科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 。以省内的国家

和部委级重点实验室 、省公共实验室及重点实验室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网和野外科学观测台站为基

础 ，建成布局合理 、层次分明 、资源共享 、持续创新的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建立和完善一批标准

文献库 、标准专题数据库 ，支持有资质的分析测试与检测机构 ，构建省技术标准支撑和检测服务平

台 ；构建若干个科技资源库 ，建立 ３― ４个省实验动植物种质资源中心 ，建立有广东特色的自然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 ；形成多层次 、多元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建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及交易网站 ；

在公益性 、基础性科学领域 ，按照行业特点整合集成规模化的主体数据库 ，建设 ３― ４个主体科学

数据库群 ；建立广东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逐步形成适应经济 、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 ；建立一批新型科技开发研究院 ，搭建产业技术创新支撑平台 ；建立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应用服务支撑系统 、科普数字博物馆及科技信息服务网 ，建成全省网络科技环境平台 。依托上述 ８

个平台 ，集聚高素质科技人才 ，研发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为科技创新提供优质高效的科技资

源和服务保障 。

　 　五 、保障措施

（一） 加强地方科技立法

推动修订或研究起草有利于促进广东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地方法规 ，并根据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 、 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

定枠 枟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 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枠

以及 枟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枠 等有关文件 ，

组织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制定支持科技进步的扶持政策 ，营造有利于科技发展 、科技创新的法律 、

政策环境 。

（二） 加大政府和社会科技投入

１畅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鼓励和支持企业承担或企业牵头 、产学研联

合承担竞争性前沿技术与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 ，引导战略产业的原始创新和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 ，

企业研发投入可按一定比例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购买的科研仪器设备 ，可在资产折旧等方

面给予优惠 。鼓励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 ；鼓励企业之间自愿组合 、建立产业技术联

盟解决技术难题 ；鼓励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合作共建研发基础设施 。

２畅 持续加大财政对研究开发的支持 。根据 枟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枠 ，逐步提高科技经

费财政投入占全省科技经费投入总额的比例 ，全面落实全省各级财政科技投入的年增长速度要明显

高于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的要求 ，发挥政府在研发资源配置中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政府的科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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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入主要支持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 、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建设 、基础和共性技

术研究 、重大科技成果的中试和产业化等 。对企业开展的中长期关键技术等研发项目 ，财政资金可

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鼓励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

扶持企业快速发展 。各部门要从各自掌握的建设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 ，支持研发活动 。建立政府优

先采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制度 ；建立对重大创新突破产品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 ；规范财政

资金采购外国产品的程序和制度 。

３畅 建立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的鼓励性政策 。建立引进重大技术和工程设备的消化吸收

再创新统筹协调机制 ，通过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重点 ，引导社会多渠道增加投入 ，支持以企业为主

体 、产学研联合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 。

４畅 建立支持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形成以企业投入为主 ，政府 、金融机构等积

极支持的产学研投入机制 。从 ２００６年起 ，省财政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设立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

金 ，２００７年增加到 ２亿元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每年投入不少于 ２亿元 ，吸引国家 “８６３” 和 “９７３” 等

重大项目和技术成果落户广东 。支持企业 、研究所 、高等院校联合设立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

行业创新与服务平台等技术合作机构 。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省及各

相关部门设立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以及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要划拨一定比例扶持产学研重

点工程项目 。

５畅 加强金融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自主创新

的支持 ；利用基金 、贴息 、担保等方式 ，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和产业化 ；鼓励商业

银行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银企关系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与支持 ，引导和鼓

励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充分利用现有资本市场 ，推荐有实力 、成长性强的高新技术企业在

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资本市场上市 ；支持开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保险服务 。主要投资于中小创新型

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 ，可享受投资收益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 。积极创造条件 ，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

机制 ，完善创业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

６畅 加强科技经费投入管理 。建立严格的科技经费投入责任制和资产管理制度 ，完善科技成果验

收与结题制度 ，并按规定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改变以往 “重投入 ，少管理 ，轻验收” 的状况 。对

政府投资形成的科技实物资产实行限额以上的台账制度和责任管理制度 ，使用单位负责对科技实物

资产的维护与管理 ，实行资产使用和管理问责制 ，并实行一定条件下的资源共享 ，提高政府资金的

使用效益 。

（三） 加强和完善科技计划管理

１畅 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机构建设 ，准确把握主攻方向 。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制订科技发展

战略 ，从战略高度完善政府科技决策机制 ，加强科技战略研究 ，科学规划科技发展方向 。

２畅 根据国家科技计划框架 ，对现有省科技计划体系进行调整优化 ，确立自主创新计划和创新体

系建设两类计划 （３ ＋ ３） 。自主创新计划包括 ： （１） 以省自然科学基金为基础的应用基础研究计划 ；

（２） 工业高新技术 、现代农业 、社会发展领域重大科技攻关计划 ； （３） 以国际合作为重点的重点引

进创新计划 。创新体系建设计划包括 ： （１） 研发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 、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与企业研究院 、重点公共实验室以及科技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 （２） 科技产业

化环境建设 ：专业镇建设 、火炬计划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星火计划与星火产业密集区 （带）、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 、民营科技园 、成果推广计划与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等 ； （３） 创新政策环境建设 ：科技

立法 、软科学研究等 。

３畅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科学化 、规范化 、法制化的科技管理制度 。推进科技管理信息

化和现代化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 ，逐步完善项目网上申报 、受理 、评审 、查询 、跟踪 、评估等环节 ；

全面引入竞争机制 ，公开科技年度计划 ，完善科技招标 ，建立重大科技成果政府采购制度 ；规范和

加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 ，建立财政科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 、登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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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科技评估和评价体系 ；建立科技计划管理信用体系 ；完善科技项目 、科技成果 、科技专

家 、科技条件 、科技政策等各类科技管理信息数据库 ；建立科技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确保科技计划

按预定目标推进 。

（四）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１畅 以引进技术 、培养人才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加强技术引进 ，引

进一批关键技术 ，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 。做好智力引进工作 ，吸引跨国公司在粤设立研

发机构 。实施 “走出去” 战略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 ，利用国外创新

人才和创新资源 ，服务和带动企业自主创新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示范基地 ，

鼓励省内企业与外国企业开展合作创新 ，鼓励和支持省内龙头骨干企业与国外同行进行专利技术 、

核心技术 、技术标准的交叉授权许可 ，组建平等的技术战略联盟 。继续办好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和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使其成为省内外乃至国内外重要的技术交流盛会 。

２畅 以泛珠三角地区科技合作为重点 ，推进国内科技合作 。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共享

行动 、合作组建科技组群 （联盟） 行动 、联合创新科技行动和科技人才培养行动等科技合作行动 。

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 ，推进与泛珠三角地区各省区及国内其他地区基于产业 、能源和资源开发利用

等方面的科技合作 。加强泛珠科技人才交流 ，建立泛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

（五） 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

１畅 鼓励以形成知识产权为目标的原始创新活动 ，提高财政投入产生知识产权的绩效 。建立较完

善的知识产权 、专利管理 、中介服务和法律保护体系 。加强专利信息开发利用 ，落实知识产权促进

政策 ，支持知识产权国际化 。

２畅 制订和完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保护和促进政策 ，研究制订 枟广东省专利条例枠 、 枟广东省标

准化条例枠 等政策法规 。鼓励各行业 、区域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保护网络 。

３畅 及时了解国际发明专利申请的热点和重点 ，挑选一些有条件的领域 ，研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专利技术 ，通过开发大量的外围和改进型专利 ，尽可能形成相关的技术标准 ，进而通过

交叉许可获取相关专利技术 ，抢占产业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

４畅 实施名牌战略 ，创立一批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 ，树立一流品牌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开

展品牌 、商标培育 、发展和保护工作 ，充分利用金融 、财政 、税收 、政府采购等手段培育名牌产品 、

优秀品牌 、商标 ；在企业培育 、创建品牌和名牌过程中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在贷款 、融资方面开

辟绿色通道 。选择一些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地区 ，作为实施名牌带动战略 、创建国际区域品牌的试

点 ，提高区域品牌的国际知名度 ，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 。

５畅 加强科技攻关 ，在若干产业技术领域 ，组织相关企业 、高校 、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国家技术标

准和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 ，通过重大成果项目带动和市场化利益共享机制建立技术创新联盟 ，积极

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通过企业之间的创新优势互补加快形成技术标准 ，力争掌握产业和行业关键技

术和标准 。

（六） 发展科普事业和创新文化

加强全民科普教育 ，弘扬科学精神 ，向公众传播科技知识 ，宣传科学思想 ，普及科学方法 ，提

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 ，通过举办科普讲座 、科普咨询和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等多种形式 ，借助

媒体将科技成果 、科技常识和实用技术送到基层 。组织开展 “小发明 、小革新 、小改进 、小建议”

等群众性自主创新活动 。繁荣科普创作 ，推出质量高 、受欢迎 、影响广的科普精品 。

构建重视科研质量 、注重诚信的良好人文环境 ，倡导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刻苦献身精神 ，在科研

上鼓励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营造崇尚创新 、尊重个人创造价值的创新文化氛围 。

（七） 加大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力度

１畅 培育科研团队 ，壮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队伍 。大力推进科技人才创新活动 ，重点实施 “高层

次创新人才计划” 和 “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培育和形成多层次的创新团队 。优化高等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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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结构 ，促进理工类院校的发展 ，大力发展应用学科 ，加快培育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 ，优化发展

高新技术类学科 ，加强知识产权 、技术标准方面的学科建设 。实施 “研究生创新培养计划” ，大力发

展研究生教育 ，加强硕士 、博士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着力加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 。加大培养和引进高技能人才的力度 。

２畅 加大对海内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 。建立健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 ，以项目合作 、兼

职 、讲学 、聘请顾问等多种灵活形式引进各类优秀人才 。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支柱产业 、新兴

产业等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特别是自带技术 、项目 、资金的优秀创新人才 。建立和完善引进人

才居住证制度 ，除国家另行规定外 ，居住证持有者享受当地居民同等待遇 ，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

申请办理居住证 。鼓励用人单位创新引进人才方式 ，加大人才引进的投入 。建设留学生创业园 ，以

项目引进促进优秀人才的引进 。

３畅 建立健全自主创新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建立以业绩和能力为重点的自

主创新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工资分配制度 ，建立健全按技术要素和贡献大小参与

分配的人才激励机制 ，积极推行骨干技术人员年薪制 。加快实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试点工

作 。对自主创新包括引进重大装备及技术再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者实行重奖 。进一步优化科技人才创

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依法保护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动 。

（八） 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鼓励我省符合条件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产品和技术的研发 ，重点是电子信息 、新材

料和装备领域 ；鼓励企业和研究所结合 ，把可以运用 、允许应用到民用领域的国防先进技术推广应

用到普通国民经济系统中 ，进一步增强我省科技实力 。

（九） 加强领导与组织协调

在省委 、省政府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共同推动本规划的实施 。

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枠 若干配套政策 ，

促进 枟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 及本规划的贯彻实施 ，为建设创新

型广东打下坚实基础 。

附件 １ ：

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广东在重点支柱产业 、基础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相关领域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优势技术领域 ，确立和奠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基础 。 “十一五” 期间 ，要针对

这些重大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关键技术 ，选择部分优先主题 ，组织开展研发和创新 ，力争取得重大突

破 ，形成对支柱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及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技术支撑 。

　 　一 、信息与通信

发展思路 ： （１） 以通信产业为重点 ，突破核心技术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抢占战略制高点 ； （２）

加强面向制造业的专用技术的研发 ，提高制造业生产水平 ； （３） 重视应用软件 （尤其是基于 Linux
系统的应用软件） 的研究 ，促进软硬件技术共同发展 ； （４） 加强社会各领域信息技术的研发 ，提高

全社会信息化水平 。

优先主题 １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基于 Ipv６核心网的互联互通技术 ，可全程漫游与切换的个人可携带资源 （MIP／
M － eN） 技术 ，基于时空联合处理 、多天线网络分集等新技术的蜂窝系统 （MIMO技术） ； （２） 适合

于分组突发业务的空中接口技术 ，端到端 QoS技术与实时业务技术 ； （３） 与区域性无线接入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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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网络的无缝连接技术 ； （４） 高频谱利用率的调制技术 （Flash OFDM 、 OFDM 等） ，构建超带

宽 （UWB） 体制的超高速调制技术 、编解码技术 、波束成形技术 、空中接口技术 、组网技术 、多用

户检测技术 ； （５） 高性能接收机 ； （６） 智能天线技术 ； （７） 软件无线电技术 。

优先主题 ２ ：构件化软件生产技术

重点内容 ：可视化软件建模技术 、终端用户编程技术 、领域工程技术 、需求工程技术 、软件构

件标准 、软件系统组装技术 、应用服务技术 、软件构件库技术 、软件过程改善技术等 。基于 Internet
环境 ，结合网络服务／统一描述协议／统一建模语言 （Web Service／UDDI／UML） 等技术 ，与相应运

行平台相集成 ，发展适应广泛构件组装的开发环境和基础设施 。

优先主题 ３ ：Linux软件技术
重点内容 ： Linux系统软件 ，基于 Linux 的电子政务应用软件 、电子商务软件 、企业信息化软

件 、嵌入式软件等 。

优先主题 ４ ：嵌入式软件新技术

重点内容 ：运用分层抽象控制 、面向对象软件设计技术 、组件化技术 、基于模型的设计与分析 、

设计模式 、可重用框架设计 、系统结构设计等现代软件方法和技术 ，研发嵌入式软件 ，在嵌入式软

件设计 、实现和验证等方面形成一批嵌入式软件新技术 ，有效解决由于嵌入式软件各种特征引起的

软件复杂性问题 。

优先主题 ５ ：数字音视频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数字电视系统转换编码技术 。研究数字音频／视频系统不同图像扫描格式 、空间

分辨率 、时间分辨率 、码率 、压缩标准之间的转换技术 。 （２） 信源编码与传输方式技术 。研究数字

电视中信源 （音频 、视频和数据等） 有效编码技术以及数字传输技术 ，以进一步开发数字电视中的

交互应用 。 （３） 数字互动电视前端的数据库和管理系统 ，终端对 CA的支持 、基于中间件的应用管

理 、下载和运行支撑机制 ，终端的嵌入式技术等 。 （４） 数字音频广播 （DAB） 技术 。包含数字音频

压缩编解码 、信道传输编码 、专用芯片设计技术 。

优先主题 ６ ：高速 、大容量光纤传输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４０Gb／s高速光电子器件技术 ； （２） ４０Gb／s高速光信号的动态色散和色散斜率
补偿 、偏振模色散补偿技术 ； （３） 新型调制与编解码技术 ； （４） 宽带 （１００― ３００nm） 光放大器技
术 ； （５） 新型光纤制造技术 ，如光纤全波段 （１３００― １６７５nm） 的利用 ； （６） 高速大容量数据处理

ASIC技术 。

优先主题 ７ ：信息显示材料及元器件

重点内容 ： （１） 有机 、无机 、稀土等显示技术 。发展中高分辨率大屏幕平面型彩色显像管和显

示管 、半导体发光器件 、有机发光显示器 （OLED）、等离子显示器 （POP）、大屏幕高清晰度阴极射
线管显示器 （CRT）、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TFT － LCD） 等新型显示器件 。 （２） 通过器件开发带

动相关的材料研究 ，加大对碳纳米管及碳纳米结构显示材料的研究 。

优先主题 ８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点内容 ：集成电路芯片核心 （IP核） 技术开发与复用 ， IP核接口及设计 、软／硬件协同设计 、

片上系统 （SOC） 相关集成电路新结构 、可重构芯片设计 、超高速电路设计 ，高性能编译化技术 ，

封装系统芯片技术等 。

　 　二 、先进制造

发展思路 ： （１） 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逐步从依赖进口转向自

主创新 ； （２） 重视重大成套装备的集成创新 ，逐步实现国产化 ，提高装备设计 、开发 、制造能力 ；

（３） 加强精密制造技术研发 ，逐步从引进转向出口 ； （４） 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 ，发展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保护型产品及关键技术 ，推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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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主题 ９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

重点内容 ：高精 、高速及微米／纳米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 ，主要包括电子材料 、电子元器件 、印

刷线路板 、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生产的关键制造装备和检测仪器设备 ，如封装设备 、新一代光刻设备 、

高质量薄膜生长设备等 。

优先主题 １０ ：机械制造关键工艺与装备技术

重点内容 ：高速 、高精度 、高难度材料制造技术与设备 ；中高档数控机床 、数控加工中心 、数

控系统 ；生物制造技术及激光加工技术与设备 ；装备关键零部件如高性能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系统 、

高性能变频调速装置 、全数字控制交流调速装置 、高压调速电机及控制系统 、可编程控制器等 。

优先主题 １１ ：先进轿车与汽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中高档轿车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 ，包括发动机优化设计技术 ，车身设计技

术 ，自动变速箱关键技术 ，电子系统匹配及应用技术 ，轻量化材料应用技术 ，汽车排放后处理技术 ，

试验技术及装备 ，材料 —工艺 —装备一体化技术等 ； （２） 节能型 、低排放轿车及新能源汽车设计制

造综合技术 ； （３）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安全系统 、底盘电子控制系统 、 ４２V电源系统 、车辆信息系

统和导航系统 、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相关技术 ； （４） 相关关键零部件的开发和生产技术 。

优先主题 １２ ：汽车电子

重点内容 ：高性能汽车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 、汽车传动和行驶控制系统 、汽车安全和故障诊断

系统 、汽车信息系统 、汽车电子元器件 、汽车环保类产品以及汽车设计 、制造 、试验系统及软件等 。

优先主题 １３ ：船舶技术与产品

重点发展 ：高速高平稳客船 ，超浅吃水船 、水翼船 、气垫船 、高速双体船 、高性能小水面船等

各类高速客船的整体设计和制造技术 ；超大型油船 、矿砂船的设计制造技术 。

优先主题 １４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重点内容 ：生物传感及数字成像 、高能射束监控及机器人或机械手操作 、显微内窥光学及激光

监控等关键技术 ，包括数字化医学影像诊断设备 、数字化物理治疗和手术设备 、数字化显微 、内窥

和激光诊疗设备 。

优先主题 １５ ：控制系统及其关键技术

重点内容 ：新型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 e网控制系统 ；基于工业控制计算机和可编程控制器

（PLC） 的小型开放式控制系统及有关控制技术 。

优先主题 １６ ：检测仪器及科学分析仪器

重点内容 ：新型智能传感器 ，网络传感器 ，适应新型现场总线通信的通用传感器 ，典型流程工

业的在线分析仪器 ；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检测技术 ，基于多媒体技术的远程监控和故障预警系

统 ，特种测控装备和测控技术 ，系统成套集成技术 ，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 ；物流自动化设备如 FRID
技术 、自动分拣系统 、自动存取系统 、自动导向车 、货物自动跟踪系统 ；高端分析仪器 ，如基于质

谱技术的分析仪器等 。

优先主题 １７ ：产品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软件及集成化系统

重点内容 ：制造业产品设计技术 ，如数字化设计技术 （CAD／CAM ／CAPP／CAE／PLM ） 、知识工

程 、建模与仿真 、反求工程等 ；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设计与制造过程数字化 、集成化 、网络

化 、智能化 、虚拟化技术 ；相应的共享数据库与知识库建设 。

优先主题 １８ ：制造业信息化和网络化制造共性管理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针对客户个性特征的三级企业生产计划管理体系 （MRPⅡ）、财务管理和成本核
算 、准时生产 （JIT） 、同步生产等先进管理方法 ；基于多个制造项目并行的企业生产运作管理方法 ；

具有行业特色的企业资源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 （ERP／CRM ／SCM ） 先进管理理念与技

术 ；利用信息技术的质量预测和质量控制方法与技术 。 （２） 网络化制造与协同创新模式 、关键技术 、

应用系统 ，以及典型应用示范 ，有效支持相关产业链条资源整合与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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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主题 １９ ：家电设计与绿色特性评估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家用电器可拆卸性设计技术 ；回收设计技术 ；环境性能设计技术 。 （２） 家用电

器绿色制造评估技术 ，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绿色制造决策目标体系 ，基于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

的绿色产品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专家系统 ，综合考虑能量 、资源 、环境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流

程分析和目标决策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０ ：石油化工制造关键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绿色节能节水型炼油 、乙烯工业系统优化设计 、运行和控制技术 ； （２） 石化工

业原料路线优化和资源优化配置 、循环利用技术 ； （３） 石化工业中间体及下游终端产品的绿色制造

新工艺路线 、新催化剂 ，相应的新型反应和传递过程及设备技术 ； （４） 从分子设计到过程集成的产

品工程技术 ； （５） 合成高分子产品的深加工和改性技术 ； （６） 电子 、日化 、汽车等行业专用化学品

制备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１ ：超高压输变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

重点内容 ：７５０kV以上交流输变电设备和 ５００kV以上直流输变电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 ，交直流

输变电系统关键设备可靠性 ，直流输电系统成套设计技术 ，特高压设备测试技术以及成套设计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２ ：高端家电

重点内容 ：智能网络家电 （将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应用到传统家电） ；数字音视

频终端 ，转换编码器 ，数字互动电视及可录式终端设备 、 DAB接收器等 。

　 　三 、新能源与节能

发展思路 ： （１） 发展能源高科技 ，突破关键技术 ，开发新型能源 ，减少对煤 、油等不可再生资

源的依赖 ，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 ，推动能源产业发展 ； （２） 开展工业 、建筑 、交通和生活节能技术

研发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为建设节能型社会提供技术支持 。

优先主题 ２３ ：风力发电技术

重点内容 ：６００兆瓦级以上大型风电设备制造技术 ；新型无刷双馈发电机组 ；变速恒频控制技

术和风电质量管理系统 ；风 －光互补发电系统 。

优先主题 ２４ ：太阳能利用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和组件技术 ，包括高纯硅原材料制备 ，太阳能多晶硅与单

晶硅制备 ；先进 、高效薄膜电池 、单晶硅电池 、多晶硅电池等先进太阳电池制备技术 。 （２） 先进的

光 －热转换材料 、集热器结构材料和部件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装备 。 （３） 太阳能光伏并网和独立

的光伏发电系统 ，太阳能 （光热 、光电） 与建筑一体化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５ ：节能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工业节能技术 。节能新工艺 、新流程和新装备 ；优化集成能量系统 ，实现系统

节能和降低工艺总用能 ；开发工业余能利用技术与装备 ；提高工业 （锅炉） 窑炉的一次能源转换和

利用效率 ；推广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７０％ ― ８０％ 的工业园区热电冷联供技术与装备 。 （２） 建筑节能技

术 。建筑及建筑环境系统的能耗分析 、节能设计标准和优化设计技术 ；高节能性建筑部件 ；建筑环

境控制与热水供应的热泵系统 。 （３） 交通系统节能技术 。研究机动车的轻量化 、小型化 、低能耗 、

低排放技术 ；开发新型洁净能源汽车 ，包括代用燃料 （乙醇 、天然气 、生物柴油等） 汽车 、混合动

力汽车 、各种燃料电池汽车等 。实现交通运输系统集成优化 ：包括优化旅客和物流输运渠道的合理

分配和衔接 ，降低单位交通运输能耗 ；优化交通模式与道路结构 ，制定科学的交通需求引导与管理

规划和城市圈快速公交系统规划 ，降低全社会交通总能耗 。 （４） 水煤浆技术 、天然气的开发与利用

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６ ：分布式能源系统

重点内容 ：电 、热 、冷负荷的优化匹配设计和电站管理技术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储热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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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多能互补系统 ，电网接入和质量监测等 ；海洋能利用技术 ；完善并合理推广分布式能源系统

技术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保障电网安全 。

优先主题 ２７ ：生物质能的转化和利用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生物质与煤共燃 、共气化发电技术 。包括生物质与煤共燃 、共气化发电设备燃

料适用性 、运行稳定性关键技术 ；生物质与煤的流化床共燃技术以及系统集成 ；不同燃料混燃和混

合气化关键技术 ；污染物排放控制关键技术 ；大中型发电技术推广应用的配套技术及设备 。 （２） 生

物质热转化及制取合成燃料技术 。包括生物质制燃料乙醇 ；生物质制沼气及沼气利用 ；生物质热解

液化和超临界液化技术 ；生物柴油制取与改性技术 ；生物质制合成燃料关键技术 ；生物质燃料的低

污染高效燃烧技术 。 （３） 能源植物的筛选 、品质改良技术 。

优先主题 ２８ ：新型电池

重点内容 ：燃料电池 、高性能低成本锂离子电池 、动力电池等及其规模化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

　 　四 、生物 、医药与健康

发展思路 ： （１） 生物技术要坚持适度超前发展 ，自主创新与对外合作相结合 ； （２） 生物医药以

新药研制为重点 ，从仿制为主转向重视自主创新 ，重视中医药研究 ，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 （３） 提高

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从重诊治到重预防 ，重视城乡社区卫生保健研究 。

优先主题 ２９ ：生物技术药物及制备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生物技术药物 （包括疫苗） 及制备技术 ，包括生物技术方法生产蛋白 、多肽 、

酶 、生长因子 、疫苗和单克隆抗体等 ；传统疫苗改造技术 。 （２） 计算机辅助药物 、疫苗设计技术 。

（３） 新药筛选技术 ，包括建立基因组学 、蛋白组学 、结构生物学研发平台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制备

系统 、药物高通量筛选系统 ；建立用于药物筛选的基因数据库 、蛋白数据库和生物活性物质库 。

优先主题 ３０ ：中医药现代化

重点内容 ： （１） 现代中医诊治技术 。 （２）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 ，道地药材规范种植技术 。

（３） 中药新药 。围绕广东地方重大疾病 ，研制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中成药品种 ，包括开展

具有疗效优势的中药新药的筛选评价与研制开发 ；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 ；中药新剂型与药物传递

系统 ，新辅料技术在中药制剂中的应用 。 （４） 中药有效成分的分离纯化关键技术与装备 ，包括超临

界萃取技术 、新型高效层析分离技术 、场协同强化萃取技术 、指纹图谱技术 ，及其系统集成技术和

成套设备 。

优先主题 ３１ ：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技术

重点内容 ：以微生物细胞或酶为工具 ，建立理想的生物催化剂与催化过程的设计平台 。发展生

物催化与生物转化的新技术体系 ，包括水解酶 、氧化还原酶 、醛缩酶等 ，逐步改造化学工业过程 。

发展定向进化 、基因重组等技术 ；构建特殊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的多基因文库 ，建立酶基因活性筛

选或序列鉴别高通量筛选技术平台 ；建立酶改造技术平台 ，优化酶的稳定性 、选择性及催化效率 。

优先主题 ３２ ：生物医学材料

重点内容 ： （１） 用于修复 、替代人体组织的人体植入材料 ，包括硬组织结构材料如人工关节 、

齿科材料等 ；软组织材料如生物型人工器官 。 （２） 新型生物靶向载体材料和控释药物载体材料 ，特

别是智能型的药物控释材料 。 （３） 组织工程材料 ，即细胞三维培养的支架材料 。

优先主题 ３３ ：人口调控与生育调节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人口承载力预测的系统工程理论和技术 ； （２） 安全 、有效 、适宜的避孕节育药

物 、药具和生殖保健新产品 ； （３） 生殖医学和不孕不育症基础与临床技术 ； （４） 生育调节技术严重

不良反应的检测和评估体系 ； （５） 围产医学和孕产妇保健 ； （６） 无创 、高效的出生缺陷和生殖系统

疾病治疗新技术 、新方法 ； （７） 性传播疾病早期人群筛查 、检测及早期诊断 、治疗新技术和新方法 。

优先主题 ３４ ：重大疾病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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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内容 ： （１） 艾滋病 、病毒性肝炎 、结核病及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非典型性肺炎

（SARS）、禽流感等突发性传染病监测防治技术 ； （２） 建设监测网络 ，实现对重大传染病的预警与预

测 ，提高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应急能力 ； （３） 高血压 、糖尿病 、精神卫生疾病等早期诊断社区干预的

防治技术 ； （４） 伤害及职业危害的防治措施 ； （５） 建设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管理中心 （中华骨髓库 ，

CMDP）。
　 　五 、新材料

发展思路 ： （１） 通过国内外科技合作和产学研合作 ，研发满足支柱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性能 、高

可靠性及环境友好型的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 ； （２） 积极应用纳米技术改造传统材料性能 ，提高基础

材料技术水平 ； （３） 围绕炼油乙烯产业发展 ，依靠创新带动下游精细化工和专用材料产业 ； （４） 发

展绿色材料制备工艺技术 ，加强环境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

优先主题 ３５ ：超大容量信息储存材料

重点内容 ：光存储材料 ；突破化学计量比 LN晶体的生产技术 ；超大容量信息存储材料 。

优先主题 ３６ ：高性能磁性材料

重点内容 ：新型稀土永磁材料 、磁 —电子材料 、新型磁制冷材料 、大块非晶磁性材料 、复合磁

性材料 、微波磁材和新型稀土 —过渡组 —金属磁性功能材料 。

优先主题 ３７ ：新型电子陶瓷材料

重点内容 ： （１） 介电陶瓷 ，主要用于各类电容元件 、频率器件 ，以及电子基板 、封装和陶瓷集

成元件等 ；压电陶瓷 ，主要用于各类机电耦合元器件 。 （２） 元件的小型化和多层 、薄层化 ，电子陶

瓷的纳米化 ，多种陶瓷元件的集成 。 （３） 微波 、高频及抗还原介质纳米陶瓷 。

优先主题 ３８ ：高性能结构陶瓷材料

重点内容 ：耐高温 、耐磨 、耐腐蚀 、耐冲击陶瓷的低成本制备技术 ，尤其是大型陶瓷部件和复

杂形状部件的烧成制造技术 ，微细精密陶瓷部件成型加工技术 ，陶瓷部件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技术

及其服役性能预测的相关新工艺和新装备 。

优先主题 ３９ ：轻合金材料

重点内容 ：新型损伤容限型铝合金 ，超高强度铝合金 ，力学性能接近各项同性的新型铝锂合金 ，

高强度铝合金 ，高温铝合金等的挤压和精密模锻技术 ，高性能镁合金及加工技术 ，镁合金液态铸轧

技术及产品 ，铝 、镁废料的回收再利用 。

优先主题 ４０ ：新型建筑材料

重点内容 ：高性能 、低成本 、低消耗的新型建材 ，高强度 、多孔 、轻质 、保温 、隔音等新型建

材制备技术 ，以固体废弃物和废旧建材为原料的建材回收利用和再生及大型建筑修补强化技术 。

优先主题 ４１ ：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

重点内容 ：具有高强 、高模 、高韧及耐高温 、耐磨 、耐腐蚀 、耐溶剂 、阻燃等性能的特种工程

塑料合成和制备技术 、加工技术及制品的应用开发技术 。

优先主题 ４２ ：材料性能 、寿命预测与失效分析

重点内容 ：重大工程材料和高新材料的特殊性能研究 ，材料的安全性分析和寿命预测方法的研

究 ，以及失效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立足于低耗 、安全 、加强工业装备 ，特别是材料的失效诊断 、寿

命评估 、失效的预警预测等基础研究 ；建立重要材料的评价方法 。建立材料数据库 ，研究破坏机理

（失效分析） 和寿命预测 。

优先主题 ４３ ：超细粉体材料

重点内容 ：塑料制品 、造纸 、汽车工业 、油漆 、涂料 、食品 、制药和集成电路等行业用的具有

良好晶体形态 、晶体结构及表面界面特征的超细粉体 。

优先主题 ４４ ：稀土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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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内容 ： （１）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制备和表面处理关键技术 ； （２） 新型高效稀土发光材料

及制备技术 ； （３） 新型稀土催化剂及制备技术 。

优先主题 ４５ ：新型能量转换和储能材料

重点内容 ：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材料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高性能二次锂电池

关键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其他能量转换与储能材料 。

　 　六 、现代服务业

发展思路 ： （１） 以信息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增加服务业技术含量 ，提高服务业附加值 ； （２）

以 “普遍服务 、人人受益” 为目标 ，建立面向服务业的信息网络 ，发展科学 、文化和教育资源共享

的网络化学习体系 ，以及现代传媒 、现代医疗服务 ； （３） 优先服务于生产 ，提升国民经济质量 ，发

展现代金融业和协同电子商务 ； （４） 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重视以设计等为重点的创意产业 ，壮

大综合技术服务业 ，优化三大产业结构 。

优先主题 ４６ ：智能交通系统

重点内容 ：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城市交通综合管理系统 ，高速公路控制 、指挥 、管理及联网收

费系统 ，视频检测设备 ，路侧及广域通讯设备 ，车辆定位及信息采集 、发布终端设备 ，道路自动收

费设备 ，停车设备及停车指挥系统 ，新型交通信号控制机 ，交通规划和交通特性分析软件等 。

优先主题 ４７ ：网络化教育

重点内容 ：网络基础设施和用户终端关键技术 ，可移动 、智能简约的用户终端技术 ；数字化课

程和素材的高效生产技术 、开放资源的管理技术 、知识安全和产权保护技术 、电子计费认证和审计

技术 ；教育信息标准化技术 、教育服务中间件技术 、超大规模信息共享技术 、个性化信息查询技术 、

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 。建设教育服务支撑平台 、教育信息资源 、典型应用示范系统 、质量控制和

标准体系 ，利用信息化手段改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 。

优先主题 ４８ ：数字广播影视服务系统

重点内容 ：基于海量媒体资源管理的内容数字制作技术 ，广播电视的协同综合覆盖技术 ，服务

支撑系统相关技术 ，广播影视安全与监管技术 ，多功能数字广播影视智能终端 ，农村广播影视信息

服务系统 。建立以内容平台为核心 、以新一代广播影视协同综合覆盖网为基础 、以综合信息业务终

端为依托 、以服务支撑系统为保障的数字广播影视信息服务系统工程 ，拓展广播影视服务领域 ，提

升信息服务品质 ，带动并促进消费电子制造业技术升级和发展 。将广播影视业真正培育成数字内容

服务产业中的核心和主导产业 。

优先主题 ４９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重点内容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安全保密技术 ，身份识别技术 ，电子商务平台软件技术 ，电

子信息数据交换 、共享和数据挖掘技术 ，应用系统业务协同处理技术 ，制订和推广统一的电子商务

和电子政务应用标准 。

优先主题 ５０ ：现代医疗服务技术

重点内容 ：数字医疗与医院内部信息系统融合关键技术 ，数字医疗通讯系统的适应性技术及兼

容性技术 ，选择和建立数字医疗服务模式及业务流程标准 ，进行数字医疗质量监控与管理 。建设公

共卫生信息系统 ，加速推进信息技术在医疗服务 、预防保健 、卫生监督 、科研教育等卫生领域的广

泛应用 ，建立高效便捷 ，服务于社会 、居民 、政府的卫生信息化体系 。

优先主题 ５１ ：金融保险

重点内容 ：网上支付技术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 ，金融安全防护技术 ，实时金融数据交换

与清算技术 ，金融信息分析处理技术 ，信用评估标准与相关技术 ，数据采集标准化技术 ，分析指标

和分析模型 。建设全省金融数据平台和网络虚拟银行系统 ，研究开发大型金融信息管理系统 。网络

互联和数据共享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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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主题 ５２ ：现代物流技术

重点内容 ：卫星定位系统和数字地理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 ，实物 “可视化” 技术 ，现代仓储 、

配送技术 ，无线射频技术 （RFID） ，物流信息管理软件和面向供应链管理的平台等 ，研究制订和推

广现代物流标准及应用 。

优先主题 ５３ ：文物保护与现代旅游

重点内容 ： （１） 高科技展示系统 。 （２） 高科技旅游纪念品 。 （３） 旅游电子商务 ，包括通过 “企

业对企业” （BtoB） 模式 ，提供酒店 、机票 、游船 、旅游线路预订 ，网上直销 、网上拼团等多项交易

服务 ；旅游问讯和导航系统 ，如旅馆 、租车问讯系统 ，车内卫星导航系统 ；旅游智能票据系统 ，如

电子机票和景区电子门票 、自动售票机 、高速公路电子付费卡 、电子地铁票 、旅行智能卡 、贸易展

览智能卡 、电子护照 ；网上交易支付系统 。 （４） 岭南文物的修复与保护研究 。 （５） 舞台科技运用研

究 。 （６） 大型文化 、体育活动的自动化模拟系统研究 。

优先主题 ５４ ：科技检测和综合技术服务

重点内容 ：发展为现代经济社会服务的第三方检测与咨询服务平台 ，包括为现代医药 、生物技

术 、新材料 、食品卫生 、纺织服装和建材等进行检测认证并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检测平台 ，信息资

源数据库平台等 ，研究网络超高速计算服务技术和网络教育技术 ，网络 “传感诊断” 和远程响应处

理技术 。

　 　七 、海洋 、资源与环境

发展思路 ： （１） 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线 ，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加强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

用 ，推动现代海洋产业发展 ； （２） 科学开发和挖掘自然资源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加强资源节约和

资源回收研究 ，走资源节约型生产道路 ； （３） 资源合理开发 、高效利用 、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利用

率 ； （４） 以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 ，促进社会 、生产 、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

优先主题 ５５ ：海水养殖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海洋养殖生物遗传改良与良种选育技术 。包括 ：选择与杂交育种体系的建立 ，

重要数量性状基因位点定位 ，基因连锁图谱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 ，多倍体育种 ，海洋生物胚胎

干细胞培养 、基因打靶研究和基因工程育种技术的研究 。 （２） 海水养殖生物病害控制技术 。包括海

洋经济动物检验检疫及疾病诊断技术 ，新渔药的研制开发及药物残留检测技术 ，渔用疫苗及生物制

剂研制与开发 ，海洋病毒生物多样性等研究 。 （３） 近海养殖生态容量与新生产体系 。

优先主题 ５６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海洋生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资源开发 。包括海水鱼类等海洋生物抗病功能基因

组研究 ，利用基因组资源改良和培育优良品种 ； （２） 海洋天然产物筛选及结构功能研究 ； （３） 基因

工程海洋生物药物及绿色产品研究开发 ； （４） 海洋极端环境生物资源的研究开发 ； （５） 建立近海生

物资源信息系统 ； （６）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开发及抑制与传输技术 。

优先主题 ５７ ：海洋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污染损害的环境变异和生态系统演替过程 ，海域自净与容纳能力 ，海洋生态环

境可持续利用能力 ；容量总量控制技术 ，污染的生物修复技术 ，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技术 ，赤潮等环

境灾害的应急处置技术 ，入海污染物的处置工程技术 ，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技术 ；近岸 （海） 灾害性

海洋动力环境监测技术等 。 （２） 广东大江大河水污染治理技术 ；河流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人类工

程活动影响下的河流水动力学特性 ；主要流域信息系统 。

优先主题 ５８ ：城市群污染治理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大气污染控制关键技术 ，包括烟气脱硫脱氮技术 、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技术 、区

域酸沉降控制技术 、烟尘及工业有害细粒子治理 、工业废气与恶臭废气治理技术及其设备 ； （２） 固

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医疗废物环境无害化处置技术 ，失效充电电池的循环回收利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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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３） 水污染治理与废水处理关键技术 ，包括城市河湖水污染综合防治与修复关键技术 、污水资

源化与水回用技术 、废水达标处理新技术 ，节水保洁技术及设备 ； （４） 二次气溶解 、灰霾 、光污染 、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处理技术 、等离子体处置技术与高温焚烧无害化技术 ； （５） 污染源自动监测 、预

报和预警技术 。

优先主题 ５９ ：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重点内容 ：饮用水源的生态保护与水质改善技术 ；水处理过程中化学物质 、生物质的安全转化

及其控制技术 ；常规饮用水净化新技术 、饮用水安全输配技术 ；城市分质供水相关技术 ，直饮水标

准体系 ；饮用水安全评价方法和预警技术 ；饮用水源的快速监测技术和仪器 ；流域水资源优化高度

技术研究 ；大中型水库优化高度技术研究 ；再生水 、海水及微咸水利用技术研究 ；洪雨水资源利用

技术研究 ；河道采砂监控系统研究 ；水库可持续利用研究 ；主要河口滩涂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

优先主题 ６０ ：植物资源化工与森工造纸关键技术

重点内容 ：功能性森林植物资源培育 ；植物资源成分全分离技术 ；植物资源成分纯化与转化技

术 ；植物资源高效能量转化技术 ；植物纤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技术 ；高效节能 、低／无污染的深化脱

木素蒸煮 、高得率制浆和低／无污染漂白新技术 ；二次纤维高效清洁回收利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高质

量纸张 （彩色胶印新闻纸和铜版纸及涂布白纸板 、涂布白卡纸 、牛皮卡纸和高强瓦楞原纸） 、特种纸

及高性能纸基复合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 ；新型高效造纸化学助剂 ；森林资源化学加工利用与新产品

开发技术 ；农作物秸杆高效资源化利用技术 。

优先主题 ６１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

重点内容 ：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排污最小化技术 ；节能降耗技术 ；中水回用技术 ；废物综合利用

技术 ；生态工业和产品设计技术 ；重点行业生态工业示范技术 ；电子垃圾环境友好型处理技术等 。

优先主题 ６２ ：海水利用与海水淡化技术

重点内容 ：海水取水 、预处理和供水系统技术研究 ，海水淡化重大装备技术 （包括万吨级海水

淡化系统管理及其运转经济性研究 、蒸馏法海水淡化系统优化技术研究 、膜法海水淡化关键设备研

发与系统集成优化技术研究等）、海水循环冷却装备产品产业化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大生活用海水

新技术 、海水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链研究与示范区建设等 。

优先主题 ６３ ：防灾减灾关键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立体 、全程 、自动化的地球和灾害监测系统 ，包括卫星对地观测 、新一代天气

雷达 、空基和地基自动监测等 ； （２） 地震 、海啸 、台风 、暴雨 、干旱 、寒冷灾害和雷电等灾害的精

细预报及处置技术 ； （３） 灾害风险分析和区划技术 ，灾害信息共享系统 ； （４） 重大灾害警示及灾害

预警信息应急发布系统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 （５） 人工影响天气理论与技术 、雷电防御机理和技术 、

节水保墒旱作技术 、生物防旱防寒生物技术 。

　 　八 、现代农业

发展思路 ： （１） 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保障农产品和生态安全为重点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 （２）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 ，用信息技术改造和装备现代农业 ；

（３） 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 （４） 发展资源型

农业技术 ，拓展农业新领域 。

优先主题 ６４ ：动植物育种新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针对重要农艺和经济性状的分子标记定位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和体系 ；

（２） 针对重大病虫害 、逆境因素和品质改良的多基因聚合育种技术及体系 ； （３） 快速 、准确 、高效 、

安全的转基因技术及体系 ； （４） 适合于作物育种的生物信息学以及设计育种技术 ； （５） 空间诱变育

种技术 。

优先主题 ６５ ：农产品保鲜及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２５３ 附 　 　录



重点内容 ： （１） 产前 、产中 、产后一条龙的农业技术体系 ，特色果蔬和经济作物保鲜和深加工

技术 ； （２） 高效优质木质复合材料开发利用技术 ，木浆及木浆造纸 、森林食品 、林区多资源的高效

开发利用 ； （３） 畜禽产品 、水产品和海洋药物深加工技术 ； （４） 农业机械装备及农产品加工设备

技术 。

优先主题 ６６ ：安全与高效种养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农业标准化技术体系 ，绿色 、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 ； （２） 新型饲料添加剂 、疫

苗 、生物兽药 ，及亚热带气候集约化 、规模化健康畜禽和水产养殖技术体系 ； （３） 南方大宗农作物

（水稻 、果树 、蔬菜等） 高产 、高效 、安全栽培配套技术体系 ； （４） 转基因动植物生态安全评估 ；

（５） 动植物病虫害持续控制技术 ； （６） 农业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技术研究 ； （７） 农业面源污染监控

及修复技术 ； （８） 生物肥料 、生物农药 。

优先主题 ６７ ：农业和农村信息技术

重点内容 ：全省性农业科技信息资源数据库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专家系统 ；精准农业 ，

包括遥感 （RS）、地理信息系统 （GIS） 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 等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

优先主题 ６８ ：人畜共患传染病综合防治

重点内容 ：包括人和动物共患的重要细菌和病毒性传染病的早期诊断技术 、预防和治疗技术以

及相关装备 ；建立专门技术平台 ，培训相应专业人才 ，建立配套的公共卫生体系 。

优先主题 ６９ ：食品安全技术

重点内容 ：食品安全监控 、评估 、预警 、应急处理及系统控制技术 ；农药和兽药合理使用 、饲

料安全 、动植物疫病 ，以及食品生产 、加工 、运输 、储藏和流通的控制技术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

如有害微生物快速检测技术 、食品生产污染微生物控制技术 、有害化学物快速监测技术 、各种污染

物的检验监测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及评估技术 ；重金属 、农药残留快速准确检测技术 。

附件 ２ ：

前沿技术

前沿技术或战略高技术是区域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技术基础以及国际科技

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它指建立在综合性科研基础上 ，处于当代高技术前沿 ，对发展生产力 、促进社

会发展 、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起重大先导和推动作用的技术群体 ，具有先进性 、关键性 、全局带动

性 、不可替代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以及知识 、人才和资金密集等特点 。广东要在未来的高新技术产

业竞争中争取主动 ，必须跟踪世界发展前沿高科技 ，按照自主研发与引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选择

若干前沿技术组织研究开发 ，在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

　 　一 、信息技术

前沿技术 １ ：新一代网络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网络体系与参考模型即重叠模型 、集成模型和演进模型研究 ；基于通用多协议

标记交换 （GMPLS） 的控制和协议体系研究 ；光虚拟专用网 （VPN） 的体系结构和协议 ；互联互通

通信流程 、功能和协议 ；异构网络端到端业务的呼叫控制协议 。 （２） 功能模块研究 。用户或网络接

入功能研究 、接入核心媒体网络功能研究 、媒体流的映射功能研究 、受控操作功能研究 、管理和统

计功能研究 。 （３） 基于软交换的组网及路由研究 、交换功能研究 、网络管理与运行维护 。

前沿技术 ２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重点内容 ：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中文信息有效利用 ，包括中文的全文检

索 ，内容管理 ，智能搜索 ，自动文摘 ，自动分类 ，中文和其他文字之间的机器翻译 ；改进人机交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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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计算机与中国用户之间的界面高效 、智能 、自然 ；开展汉语词汇研究 、语言模型研究 、语言理解

研究 、语料库建设等工作 ，制定包括中文大字符集在内的一系列中文信息处理标准 。

前沿技术 ３ ：超级计算机技术

重点内容 ：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设计和制造的超级计算机 。要求 ：设计理念科学 ，系

统架构合理 ，高速运算 （１００万亿次／秒以上） ，海量存储 （外置存储超过 １０００万亿字节） ，安全可

靠 ，实时协作 ，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广泛的适用领域 。提供一个高度并行和可扩充性的均衡系统架

构 ，作为处理海量计算 、海量 I／O和海量数据的高性能信息服务网格平台 。

前沿技术 ４ ：数字农业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农业信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研究农业信息的采集 、传输 、加工 、管理 、

储存和增值利用技术 。包括研究基于生物感应 、仪器分析 、现场服务器 、无线传感器等手段的数据

采集技术 ；基于不同媒体手段 、面向不同用户需求的农业信息发布和传播技术 ；农业知识本体构建

和基于知识共享要求的标准化农业信息管理技术 ；利用语义表达 、数据挖掘等前沿技术建立热带亚

热带农业知识仓库 ；基于电子智能识别技术的农业商品属性数据库构建 ；应用信息分析 、竞争情报

等理论和方法探索信息资源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增值应用 。 （２） 数字农业技术集成与创新应用 。研

究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的种植 、养殖 、加工 、流通和质量安全监控等环节的集成与创新应用 。包括作

物种植专家系统 ，畜禽养殖专家系统 ，水产养殖专家系统 ，基于环境动态智能监测和专家系统的精

准种植 、养殖技术 ；农产品加工流程管理和质量控制数字化系统 ；农产品生产 、分装 、加工 、流通

全过程信息追踪系统 ；农业环境垂直监控和生态重要指标预测预警预报系统 ；农业重大灾害防治决

策支持系统等 。

　 　二 、生物技术

前沿技术 ５ ：人类功能基因组技术

重点内容 ：大规模 、高通量 、高效率 、低成本的基因 －蛋白质功能分析技术平台体系 ，以及功

能基因组学研究实验系统 。人类重要功能基因分离 、克隆技术 。

前沿技术 ６ ：干细胞体外培养诱导分化和治疗应用技术

重点内容 ：可以治疗诸多重大疾病的干细胞体外培养诱导分化和治疗应用技术 ；畜禽胚胎干细

胞和具有重要功能成体干细胞的分离 、克隆 、建系 、鉴定和定向诱导分化 ，以及体外构建组织器官 ，

进行细胞和器官移植等技术 。

前沿技术 ７ ：生物反应器技术

重点内容 ：利用动植物和微生物作为载体 ，通过分子重组技术 ，将编码功能蛋白的有效基因导

入生物中 ，形成 “分子工厂” ，生产高附加值的生理活性物质 、营养素 、药物 、疫苗等 。生物反应器

的高效生产技术 。

前沿技术 ８ ：特色动植物功能基因组技术

重点支持 ： （１） 特色动植物功能基因组学 。选择 １― ２种热带亚热带特色的动物或植物为材料

开展功能基因组研究 ，构建其分子遗传图谱 ；定位与克隆动植物高产 、优质 、抗病虫 、抗逆 、营养

高效等重要经济性状关键新基因 ，阐明这些新基因表达 、调控的分子生物学机理 。 （２） 转基因动植

物育种 。针对广东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动植物 ，以转基因手段从分子水平创造新种质 。以有效可操

作的基因为主 ，重点开展高产 、优质 、抗病虫 、抗逆 、营养高效等重要经济性状转基因研究 ，关键

是建立高效的动植物基因转化技术体系 。

　 　三 、纳米技术

前沿技术 ９ ：纳米技术

重点内容 ：在信息技术领域 ，纳米技术将使存储和逻辑装置进一步小型化 ，开展纳米电子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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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重点研究新一代纳米电子器件工作原理 、纳米结构加工与集成技术 、纳电子器件支撑材料研究 ；

在材料领域 ，应用纳米技术对材料特性进行改进 ，开发航空航天 、生物医学 、建筑和运输等领域的

新产品 ；在卫生和生命科学领域 ，纳米技术使基因对免疫系统进行控制 ，解决与免疫系统功能发挥

相关的问题等 。

前沿技术 １０ ：纳米材料

重点内容 ：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 、自组装和功能化 ，纳米材料的结构 、优异性能及其调控机制 ，

纳米结构新型功能材料 ，利用纳米复合材料改造传统材料和产品 ，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在能源 、环

境 、信息等领域的应用 。

　 　四 、精密制造技术

前沿技术 １１ ：极端制造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亚微米到纳米级的微细加工技术如集成电路纳米级微细加工技术 、超薄膜生长

技术等 ； （２） 精密成形制造及超精密加工技术 、大型及关键零部件 、特种材料等成形及加工技术 ；

（３） 复杂模具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 ； （４） 生物制造技术及先进的激光加工技术等 。

前沿技术 １２ ：超高速加工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超高速切削与磨削机理研究 。 （２） 超高速主轴单元制造技术研究 。包括主轴材

料 、结构 、轴承的研发 ；主轴系统动态特性及热态性等 。 （３） 超高速进给单元制造技术 。包括高速

位置芯片环的研制 ；精密交流伺服系统及电机的研究等 （４） 超高速加工用刀具与磨具制造技术 。研

发各种超高速加工用刀具磨具材料及制备技术 。 （５） 超高速加工测试技术研究 。包括超高速加工机

床主轴单元及辅助单元系统等功能部位和驱动控制系统 、工件加工精度 、加工表面质量等在线监控

技术 。

　 　五 、先进能源技术

前沿技术 １３ ：氢能利用与燃料电池

重点内容 ：制氢技术和储氢材料 。 （１） 储氢合金 ，包括研究高容量镁基储氢合金 ，重点研究制

备技术 、气固储氢的容量 、热力学性能 、动力学性能和循环储氢性能 ； （２） 金属化合物储氢材料 ，

包括 NaBH４ 、 NaAlH４ 和氮化锂等金属化合物 ，重点研究其气固储氢的容量和循环储氢性能 ，力争

达到燃料电池用氢源的要求 ； （３） 非金属储氢材料 ，包括纳米碳管 、超级活性炭和硼化氮纳米管等

非金属材料 ，重点研究其储氢机理 、容量稳定性和循环储氢性能 ； （４） 新型膜材料 、新型催化剂 、

新型极板材料 、半导体材料 、新型密封技术 、催化剂 、控制与集成技术等 。

前沿技术 １４ ：天然气水合物的分析开采与储存转化利用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珠江口外深海区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地质条件及分布特征 。 （２） 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的预测和评价方法 。 （３） 天然气水合物模拟开采和试开采技术 。 （４） 天然气水合物储运 、储藏

和利用技术 。 （５）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环境效应对我省的潜在影响和对策 。

前沿技术 １５ ：核能技术研究与核电工程

重点内容 ： （１） 核电设备的国产化 。重点加强核级设备制造能力 、规模 、专业化建设 ；加快核

岛和常规岛承压设备的制造和供货本地化进程 ；省内铀资源开采 、核燃料生产 、乏燃料和中低放废

物储存和处置的可行性研究 。 （２） 核电工程设计和建设 。加强核电站设计核心技术能力建设 ，完成

CPR１０００标准设计和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 ；掌握岭澳二期数字化仪控系统的设计 、建设和验证能力 ；

引进 、消化和吸收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加强核电站工程核心技术能力建设 ，重点研究和掌

握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半速机的安装 、调试和运行特点 ；优化 CPR１０００工程施工管理 ，研究和全面掌

握 CPR１０００核电站调试先进技术 ；加强多基地核电站运营共有技术的研究 ，重点掌握 CPR１０００首炉
１８月燃料循环设计技术和实施能力 ；掌握核电站严重事故管理技术 ，研究严重事故管理工程改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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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施技术方案 ；掌握概率安全分析技术 ，在核电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营中推广使用 ；完成状态法

应急运行规程的相关研发 ，并在核电项目中推广使用 ； （３） 先进核能技术 。重点跟踪参与第四代核

电技术的研究 ；参与部分高能物理 （散裂中子 、中微子实验） 研究项目 ；开展乏燃料后处理技术路

线和可行性方案研究 ；引进吸收医用加速器技术 ；核电站海水淡化技术和应用 ；高温气冷堆制氢等 。

　 　六 、公共安全技术

前沿技术 １６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重点内容 ：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识别算法和相应的芯片产品 ，建立相关的行业技术标

准 。克服实际量子系统中对量子相干性的干扰破坏的技术 ；有效的量子受控门和量子逻辑网络的设

计 ；量子密码的实用技术研究 ；生物特征提取 、匹配和分类算法的研究 ；生物特征数据库管理技术

的研究 ；实时生物特征处理技术研究 ；数字识别与生物识别的集成技术研究等 。

前沿技术 １７ ：信息安全技术

重点内容 ： （１） 密码理论与技术 ：基于数学的密码理论与技术和非数学的密码理论与技术 。 （２）

安全协议的研究 ：安全协议的安全性分析方法研究和各种实用安全协议的设计与分析研究 。 （３） 安

全体系结构理论与技术 ：安全体系模型的建立及其形式化描述与分析 ，安全策略和机制的研究 ，检

验和评估系统安全性的科学方法和准则的建立 ，符合这些模型 、策略和准则的系统的研制 。 （４） 信

息对抗理论与技术 ：黑客防范体系 ，信息伪装理论与技术 ，信息分析与监控 ，入侵检测原理与技术 ，

反击方法 ，应急响应系统 ，计算机病毒 ，人工免疫系统在反病毒和抗入侵系统中的应用等 。 （５） 网

络安全 ：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分析 ，网络安全产品的研发等 。

前沿技术 １８ ：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重点内容 ：针对严重危害我省的生物物种 ，研究其危害的特点 、发生规律和抗药性产生机理 ，

建立疫情预警 、监测技术体系 ，在研究有害生物和区域其他生物群落之间互作关系和演变规律的基

础上 ，建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并进行应用示范 。

前沿技术 １９ ：非传统环境污染防控技术

重点内容 ：针对日益严重的非传统污染危害 ，高度重视对其危害的特点 、方式 、种类及应对措

施的深入研究 ，进一步加强对建立由非传统环境污染引起的生态与健康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研究 。

附件 ３ ：

十项重点科技工程

　 　一 、知识创新工程

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 ，促进多学科交叉 、融合和联合攻关 ，形成一

批优势学科 ；在有优势和特色的基础研究和世界前沿技术领域获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

果 ，带动或形成新的产业群体 ；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 ，促进未来

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必须坚持学科发展与重大任务相结合 、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相结

合 、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 、国家目标与地方目标相结合 、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等 ５项

原则 。

　 　二 、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程

在工业高新技术领域 ，组织实施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高端家电 、石油化工技术与产

品 、汽车与零部件 、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 、重大关键装备 、新型发光与显示系统 、电子新材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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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催化和生物转化技术及产品 、新能源等 １０大专项 。

在现代农业领域 ，组织实施生物遗传资源创新利用技术 、动植物病虫害防治与农产品安全技术 、

生态安全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主要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和农业装备技术等 ５大专项 。

在社会发展领域 ，组织实施重大疾病防治与重大药物创新 、中医药现代化 、城市群污染治理 、

饮用水安全保障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五大专项 。

　 　三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一）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遵循 “整合 、共享 、完善 、提高” 的方针 ，结合实际 ，建立健全

以共享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重点建设以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

科学仪器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科技网络服务平台等为主体的全省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 ，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强大的基础支撑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 。

（二） 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发展的产业需求 ，按照政府引导和扶持 ，企

业化运作的模式 ，在具有特色和优势或者可能形成新特色新优势的领域 ，建立一批国内一流的工业 、

农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心或研究开发院 。

（三）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研究院建设 。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建设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提升企业现有研发创新机构的能力 ，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组建研

究开发院 ，从事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和公共技术的研究 。

（四） 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形成以专业创新创业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的知识传播和技术

扩散体系 ，包括各类孵化器 、生产力促进中心 、评估咨询机构 、职业培训机构 、科技信息中心等 ，

形成组织网络化 、服务社会化的创新服务网络 ，发挥其联系各创新主体 ，促进互动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

（五） 科研条件建设 。以大学 、科研院所为主要依托建立一批高水平开放式的公共实验室 ，重点

为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 、社会公益性的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提供基础设施和环

境 ，形成一支创新的核心骨干队伍 ，加强和组织开展应用基础和高技术研究 。依托科研院所建设一

批重点科研基地 ，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技术推广与示范 、科技培训及科普教育 。

　 　四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一） 人才创业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发展计划 。大力扶持人才创业创新 ，建立健全相关的人才创

业扶持政策 ，对创办科技企业的人才 ，在工商注册 、税收 、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政府根

据人才创业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资金或项目扶持 。发展和完善各类创业园区建设 ，积极吸引海内

外科技人才来粤创业 。加快推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 。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为目标 ，以企业为主体 ，

加大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重点产业自主创新水平 。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广东 ，

主动与其核心研发人才加强联络 ，必要时提供相应服务 ，力求稳定和留住一批优秀的核心研发人才 。

（二） 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团队发展计划 。根据重点学科发展的要求 ，加快学术技术带头人的

培养 。通过科技项目实施 ，带动和促进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人才团体的成长 。顺应科技创新的跨

学科趋势 ，加快人才培养结构的改革 ，鼓励科技研发的跨学科合作 ，推动人才跨学科流动和跨学科

学术交流 ，加快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成长 。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 ，大力引进国际顶尖的优秀科技

人才 ，形成境外研究人员聘用机制 。加快培养一支面向全球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人才

队伍 。

（三） “科技人才基地” 发展计划 。在继续抓好广州和深圳两个 “科技人才基地” 的基础上 ，进

一步推进科技人才基地建设 ，从目前的以科技园区办基地模式 ，向以大型科技企业办基地模式拓展 。

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 ，不断改善条件 ，营造良好环境 ，努力提高聚才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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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工程

（一） 火炬计划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国家 、地方和行业的科技攻

关计划 、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成果及其他科研成果为依托 ，发展高新技术产品 ，形成特色产业 ，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 。通过再造新机制 、再造新环境 、再造新特色 ，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向专业化 、高集成 、大基地方向发展 ，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在全省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实现 “二次创业” 。组织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申报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

（二） 星火计划与星火技术产业带 。以区域性支柱产业为基础 ，以提升区域农业科技和农业经济

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实施星火计划为抓手 ，以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农业优势产业为对象 ，加大先进适

用农业科技及成果推广应用力度 ，建设星火技术产业带 ，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提供科技支撑 。

（三） 专业镇及城镇化技术创新 。省市联动 ，共同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 ，以建设技术创新和科技

服务平台为重点 ，支撑和促进产业集群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村城镇

化进程 。同时 ，在不同区域选择若干小城镇 ，集成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开展试验示范 ，提高城镇化

科技水平 。

（四） 地方科技能力建设与科技富民强县工程 。提高地方科技服务能力 ；整合地方科技资源 ，做

强做大地方支柱产业 ，壮大县域经济 。

（五） 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结合区域行业 （产业） 特色 ，组织由技术支持方 、推广方和实施

方组成的推广团队 ，重点对科技创新计划产生的先进实用的共性技术或社会公益类技术成果进行示

范 、推广应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高行业 （或产业） 和区域技术发展水平 。

（六） 民营科技园 。围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 ，推进公共资源共享 ，提

高企业专业化协作水平 ，培育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 ，促进以中小民营科技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

群健康发展 。重点支持省级民营科技园 ，促进民营科技园成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 、特色产业集群和

产学研合作示范区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

　 　六 、区域与国际科技合作工程

（一） 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组建泛珠三角地区科技合作平台 ，实施泛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共

享行动 、合作组建科技组群行动 、联合创新科技行动 、科技人才培养行动等 ４大科技行动 。

（二） 实施重点合作创新计划 。启动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行动 ，提高国际

合作项目层次 、水平和规模 。

　 　七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工程

（一） 通过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鼓励有条件的市 、县 （市 、区） 设立地方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通过国家 、省 、市 、县联动 ，支持一批有技术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尽快

成长 。

（二） 重点在产业园区 、产业集群区域建设一批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机构 ，降低中小企业

发展的技术门槛 。

　 　八 、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建设工程

深入开展软科学研究和战略规划研究 ，提高科技发展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 。重点围绕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 、建设科技强省 、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 、社会 、

科技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开展具有前瞻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 ，提供有力的决策咨询服务 。

加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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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知识共享工程

（一） 发挥广东科学中心等科普基地的作用 ，动员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 、社会团体 、 高等

院校 、研究院所等各方面科技力量 ，向社会和公众传播科技知识 ，加强科技知识与科技成果的

共享 。

（二） 加强科技培训与交流 。搭建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平台 ，举办专业性的研讨论坛及自主创新论

坛 ，支持中青年科技人员赴国外先进地区培训学习 ，为科技人员交流创造良好条件 。大力发展非普

通教育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 ，针对重点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 ，开展有关技术职能的培训工作 ，

为群众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供服务 。

（三） 加快农村科普和信息化建设 。大力推进 “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 ，加快星火学校建设 ，加

速农村科技培训与普及 ，实施科技对口援助 。重点帮扶新疆 、西藏等西部地区科技能力建设 。

　 　十 、军民两用技术工程

大力推进寓军于民 ，以民促军的体制创新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推动军用和民用技术双向转移 。

设立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 ，建立军民两用科技交流和协调机制 ，推动军地合作 ；建设军民共用技

术信息服务平台 ，为军民合作创造有利环境 ；鼓励电子信息 、新材料 、精密制造 、机械装备 、交通
运输装备等领域的企业参与国防科研项目 ；争取国防技术向广东企业转移并实现产业化 。

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 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枠 和 枟国

务院关于实施 枙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枛 的若干配套政策枠 ，深入贯

彻落实 枟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枠 精神 ，努

力建设创新型广东 ，特制定以下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 。

　 　一 、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一） 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 。各级政府要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 ，年初预算编制

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 ，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 。以扩大产学研合作为重点 ，２００７年省级财政科

技投入实现大幅度增长 ，在此基础上 ，“十一五” 期间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的增幅 。力争到 ２０１０年 ，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４畅５％ 以上 ，珠江三角洲地

区应明显高于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 ，东西两翼 、北部山区逐步接近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平

均水平 。以财政科技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投入 ，形成多元化 、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 ，逐年提

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到 ２０１０年 ，广东省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不低于 １畅８％ ，使科技投入水平与建设创新型广东的要求相适应 。

（二）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财政科技投入主要用于支持组织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的

联合攻关 、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建设 、基础和共性技术研究 、产学研合作和重大科技成果的中试等 。

合理安排科研机构正常运转 、政府科技计划和科研条件建设等资金 。重视公益性行业科研能力建设 ，

建立对公益性行业科研的稳定支持机制 。对企业开展的投入高 、周期长 、风险大的中长期关键技术

等的研究开发 ，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补贴 。

（三） 切实保障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 。按照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 ，对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投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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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采取基本支出预算和专项项目支出预算的预算管理方式 ，有序实施 枟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枠 （以下简称 枟规划纲要枠）。 枟规划纲要枠 所确定的重大专项 ，要遵循

“成熟一个 、启动一个” 的原则 ，组织专家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的技术 、经济等可行性论证 ，并根据

广东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情况 ，报经省政府批准后 ，统筹落实专项经费 ，以专项计划的形式

逐项启动实施 。

（四） 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财政资金通过直接投入 、补贴 、贷款贴息

等多种方式 ，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 。企业的研发投入

占上年销售总额的比例 ，省重点工业企业 （集团）、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依托企业 、高新技术企

业 、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应高于 ５％ ，并争取逐年有所增长 。科技行政部门牵头制定自主创新型企业认

定标准体系 ，组织认定并实行动态管理 。经认定的自主创新型企业 ，可优先享受政府的各类资金扶

持 。

（五） 完善财政科技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与监督制度 。规范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方式及范围 ，建立

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 ，组织实施绩效评价 ，实现财政科技投

入效益最大化 。按照 “事前审核 、事中检查 、事后评价” 的要求 ，加强对财政科技资金的全程监督 。

建立各责任主体使用财政科技资金的诚信档案和相应的约束机制 ，完善专家评审 、公开招标和社会

公示 、政府决策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 。

　 　二 、认真执行国家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六） 实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允许企业按照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 １５０％

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 ，可按税法规定在 ５年内结转

抵扣 。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 ２畅５％ 以内的 ，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用于研

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 ，单位价值在 ３０万元以下的 ，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 ，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

准的应单独管理 ，但不提取折旧 ；单位价值在 ３０万元以上的 ，可采取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

折旧的政策 。企业购置软件 ，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 ，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

适当缩短 ，最短可为 ２年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最短折旧年限为 ３年 。企业建立的省级

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 ，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品 ，可按规定免征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承担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的企业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

设备 、原材料及零部件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 ，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

（七） 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 ，可自

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两年后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国家规定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 ，实行即征即

退 。属于国家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纳税确有困难的 ，按规定程序审批后 ，可减免房产税 、城镇土

地使用税 。

（八） 扶持转制科研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 。对整体或部分企业化转制科研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 、

科研开发自用土地 、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政策到期后 ，根据国家政策加以完善 。对符

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 ，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

术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营业税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服务于各行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 、技术培训 、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事业单位进行技

术转让 ，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的所得 ，

年净收入在 ３０万元以下的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

（九） 鼓励创业投资和社会资金支持自主创新活动 。对主要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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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社会资金资

助创新活动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向非关联的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资助的研究开发经费 ，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 。

　 　三 、引导金融业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

（十） 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引导政策性银行对广东

省内的重大科技专项 、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

目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 ，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

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 ，提供融资服务 。

（十一） 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自主创新的信贷支持 。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根据国家和省的投资政

策及信贷政策规定 ，对省级以上的高新技术项目积极给予信贷支持 ，对有效益 、有还贷能力 、资信

良好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 ，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 、重点支持 ，对创新能力强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授信额度和多样化金融服务 。

（十二） 努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积极支持 、协调有关方面参与创业板市场 、代办转让系统和

柜台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试点 ，支持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开展证券发行和交易试点 ，推动高新科技企

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发展 。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

市 。对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补税 、资产重组确权税费 、工商登记等费用依法给予合理的优惠 。

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等新担保方式的试点 ，建立适合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担保方式 ，解决科技

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

（十三） 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依法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备案和管理 。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法律

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 ，引导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业企

业 。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流向创业风险

投资企业或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 。积极吸引保险资金投资省内高新技术企业 。

　 　四 、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通关政策

（十四） 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落实 枟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 １０项措施枠 ，创新海关监管模式 ，按照 “守法便利” 原则 ，在同等条件下 ，对自主创新型的企业

或项目 ，以及符合有关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非公有制出口企业 ，优先纳入信用管理 ，在登记

备案 、办理手续 、货物通关等方面给予相应便利 。

（十五） 为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优先检验检疫服务 。推行风险管理制度 ，帮助和支持自主创新型

企业申请检验检疫分类管理一类企业 ，减少其出口产品抽检批次 。优先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自主创

新型企业实行 “绿色通道” 制度 ，对其出口产品实行优先办理报检 、优先检验检疫和免于口岸查验 、

直接换证放行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自主创新型企业申请实行出口免验制度 ，对其出口产品免检

和优先签证放行 。转变监管模式 ，实现对自主创新型企业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前推和后移 。对自主

创新型企业从国外引进的设备或其他建设物资 ，实行 “全天候 、无假日” 预约工作制度 ，提供优先

报检 、优先检验检疫服务 。

　 　五 、建立健全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

（十六） 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 。省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自主创新

产品认定标准 ，按照公开 、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 ，并向全社会公告 。省财政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 ，确定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 ，并每半年向广东省公布一次 。各级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以下统称采购人）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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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 ，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 。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批过程中 ，在采购支出

项目已确定的情况下 ，优先安排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预算 。省级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

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 ，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 ，并明

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 。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 ，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

值的 ６０％ 。

（十七） 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评标办法 。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 ，在满足采购需求

的条件下 ，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其中 ，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 ，要根据科技含量和

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 ，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 ５％ — １０％ 的价格扣除 。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

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 ５％ 的 ，优先获得政府采购合同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评审 ，对自

主创新产品给予 ５％ — １０％ 的价格扣除 ，并按扣除后的报价计算其价格得分 。

（十八） 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 。省内企业 、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

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 ，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符合政府采购需求条件的 ，由政府或采购人进行直接首

购和订购 。对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 ，应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 ，面向全社会确定研

究开发机构 ，签订政府订购合同 ，并建立考核验收和研究开发成果推广机制 。将消化吸收再创新形

成的先进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 ，优先安排订购和使用国产首台 （批 、套） 重大装备的

重点工程 。

（十九） 规范购买外国产品程序 。采购人应根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枠 规定 ，优先购买

本国产品 。采购人需要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 （在中国境外

使用除外） ，在采购活动开始前 ，需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予以确认并出具证明 。采购外国产品时 ，坚

持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 ，优先购买向广东省转让技术的产品 。

（二十） 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的审核和监督 ，

对拒绝接受或提供合同约定自主创新产品的 ，由财政部门责令其纠正 ，对拒绝纠正的不予支付采购

资金 。财政部门应把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对集中采购机构和其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行政府采购

政策的考核内容之一 ，把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产品政策落到实处 。

　 　六 、大力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二十一） 建立引进重大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统筹协调机制 。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根据国家

鼓励引进技术目录和广东的实际 ，编制引进技术指南 。根据国家禁止进口 、限制进口技术目录 ，在

对重大项目装备进口实行审批备案时 ，限制进口国内 、省内已具备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 。禁止或限

制进口高消耗 、高污染和已被淘汰的落后装备和技术 。

（二十二） 加强重大工程技术设备引进和消化的管理 。凡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核准或使用政府投

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确需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 ，由项目业主联合制造企业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方案 ，作为工程项目审批和核准的重要内容 ，经审批 （核准） 后实施 。重大技术和重大装备的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须经省发展改革 、经贸 、科技和外经贸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咨询

论证 ，明确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计划 、目标和进度 ，并将通过消化吸收是否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 ，作

为对引进项目验收和评估的重要内容 。

（二十三） 鼓励重点企业与重点区域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 。鼓励企业在机械装备 、成套设备等国

内市场需求大的领域 ，引进先进设备开展消化 、吸收 、创新 ，开发替代进口的科技产品 。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示范基地 ，鼓励企业开展合作创新 ，进行专利技术 、核心技术 、标

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交叉授权许可 ，组建平等的技术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联盟 。

（二十四） 继续实施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对广东省列入 “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的

企业进行重点扶持 。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品牌企业参加由商务部或省组织的境外市场开拓活动 、

“高交会” 的摊位费给予补贴 。选择广东省有优势的传统出口产品 ，通过引进技术和消化创新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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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设备 、生产工艺等技术水平 ，提升产品技术和知识产权含量 ，增加产品附加值 。推动成熟工业

化技术出口带动广东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支持企业到境外建立研发机构 。

　 　七 、努力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

（二十五） 健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政策法规及体制机制 。加快 枟广东省专利条例枠 和 枟广东省

标准化条例枠 的立法 ，制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 。建立健全发明专利申请资助 、知识产

权执法协作 、知识产权犯罪侦查 、商标保护等工作机制 。逐步建立重点行业 、重点技术领域和出口

产品的预警机制 ，建立主要出口产品 、支柱产业技术贸易壁垒风险预警系统 ，开展重点国家和地区

技术贸易壁垒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

（二十六） 鼓励创造知识产权和参与研制技术标准 。鼓励发明创造 ，企事业单位依法发给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的奖金 ，企业可计入成本 、事业单位可从事业费中列支 。引导企业注册 、使用自有商标 ，

重点扶持科技型企业申报认定省著名商标和创立驰名商标 ，以商标带动企业发展 。继续推动产业集

群和试点地区创建区域品牌 。支持企业和相关单位研制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支持以企

业为主体 ，联合行业协会 、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共同承担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专业技术委员会

（TC）、分技术委员会 （SC）、工作组 （WG） 秘书处工作 。加强社会领域的技术标准研制工作 。

（二十七）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鼓励广东省行业 、区域建立保护联盟 ，形成强有力的知识产

权保护网 。积极鼓励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产品在出口时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和原产国标记保护 ，增强

自主创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组织专项行动 ，集中力量侦破涉及侵犯注册商标 、专利 、版权

以及商业秘密等大要案件 ，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

（二十八） 加强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 。鼓励建立

以专利技术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 。发展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 ，加强对知识产权资

产评估的管理和引导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提高广东省知识产权信息利用的技术和水

平 。建立公共检测技术平台 ，加快建立食品安全检测体系 、环境保护检测体系和计量基标准体系等

公共检测技术体系 ，鼓励和支持建设国家级检测机构和实验室 。

　 　八 、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二十九） 加大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的投入 。从 ２００６年起 ，省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设立

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 ，２００７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财政专项资金增加到 ２亿元 ，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每年投入不少于 ２亿元 。重点吸引国家 “８６３” 和 “９７３” 等重大项目到广东省落户和产业化 ，

获得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创新基地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培育和形

成若干战略创新产业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研究部署产学研合作的重大

事项 ，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的融资功能 ，鼓励 、引导创业投资投入到省部产学研合作 ，形成多渠道投融资机制 。

（三十） 大力支持产学研联合体承担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

构参与的产学研联合体 ，形成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 。优先支持在重点产业中

由产学研合作组建的技术平台 。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建设研究

开发机构 、科技研发机构 、博士后工作站 。支持企业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设一批实验室 、

工程 （技术） 中心等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 ，支持产学研联合建设科技信息平台 、技术标准与检测服

务平台 、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等基础条件平台 。加快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产学

研联合 、以重点产业为主导的行业性产学研联合 。推进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 ，扶持一批影响大 、

辐射面广 、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对企业 、行业协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建设 、培育

并达到较高水平的产学研基地 ，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和奖励 。由高等学校承担的科技计划项目 ，企业

参与联合投入的 ，允许双方按出资比例 ，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共享创新成果所有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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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实行联合招标和攻关 。省科技行政部门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围绕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需要 ，共同编制并定期发布 枟广东省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枠 。继续推

进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作 ，实行项目招标 、投标制和监理制 ，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 ，围绕对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关键技术与重要产品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公平竞争 、

择优支持 ，突破一批重点领域核心技术 ，获取自主知识产权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继续组织推进

粤港联合招标 ，发挥两地优势 ，促进两地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紧密合作 。

　 　九 、加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

（三十二） 推动科技园区加强创新设施建设 。省安排专项计划和资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民营科技园 、大学科技园 、软件园等科技园建设创新平台 、信息平台 、企业孵化器等服务机构 ，为

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促进科技园区成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 、特色产业集群和产学

研合作示范区 。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留学生创业园 。组建广东高新区科技顾问专家委员会 ，

为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

（三十三） 加快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围绕广东省支柱产业和战略创新产业的发展需要 ，

建设一批达到国家一流水平的产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扶持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州 、深

圳 、珠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广东软件研发基地 ，深圳南方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等做强做大 。积

极建设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东莞电子工业研究院 、佛山精密制造研究院 、南海数字媒

体技术研究院 、顺德家电研究院 、江门精细化工研究院 。

（三十四） 继续建设国家和省级各类实验室 。鼓励广东省大企业 、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采取产学

研合作方式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 。进一步加大对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 ，鼓励和推动省重点实验

室建成国家级实验室 。对运行较好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 ，在运行经费或购置大型科研

仪器等方面给予补贴 。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 ，集成高等

学校 、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 ，在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工程实验室 ，开展面向行业的竞争前技术 、

共性技术的研究 ，引导和鼓励其参与区域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继续加强广东省公共实验室建设 ，

主要承担国家 、省的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高新技术研究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按照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的原则和要求 ，进一步明确省级公共实验室的功能定位 ，并给予相应财政扶持 。

（三十五） 加大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力度 。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公益类科研机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改革 。对已实行分类改革的省属公益类科研机构 ，经验收合格后 ，按照重新核定的非营

利科研编制 ，从 ２００７年起提高对其投入力度 ，达到与其承担科研任务和公益服务相适应的水平 。

（三十六） 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开放共享机制 。按照 “整合 、共享 、完善 、提高” 的原则 ，通过政

策 、资金引导和市场化运作 ，激励现有科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 ，建设一批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自

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以及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与测

试平台等 ，逐步形成广东省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网络 。有条件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企业技术中

心 、科技创新平台 、重点实验室 、重点科研基地等各类国家 、省级技术研发平台 ，应向社会和行业

开放 ，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效能 。建立和完善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制度 ，把面向

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作为考核其运行绩效的重要指标 。省直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对开放式 、专业

化 、共性研发平台的支持方式和补贴政策 。大力支持专业镇建设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服务的技

术创新中心 。

　 　十 、培养和引进自主创新人才

（三十七） 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 。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 ，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

能力强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 。加大省财政科技经费对自主创新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

的资金扶持力度 。在科技计划项目评审 、验收 、重点实验室评审 、科研基地建设综合绩效评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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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考评指标 。完善国际合作 、岗位实践 、在职进修 、交流和挂职等多种途

径的培训制度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联合申请建立硕士 、博士培养点 。高等学

校 、科研机构要支持科技人员以借用 、聘用或兼职等方式到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工作 ，或离岗创办高

新技术企业及中介机构 。努力引进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自主创新能力 、掌握世界领先技术的创新型

人才 。鼓励境外创新型人才通过项目合作 、兼职 、考察讲学 、学术休假 、担任业务顾问等多种形式

为广东服务 。引导企业以高薪或股份等多种形式 ，积极吸引各类创新人才到企业工作 。

（三十八） 改革和完善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分类推进专业技术职务改革 ，全面实行聘用制度

和岗位管理制度 ，科研事业单位可以自主设立各级创新岗位 ，自主聘用 。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

相结合 ，人员使用与项目 、课题相结合的制度 。除涉密岗位外 ，推行关键岗位和科研项目负责人面

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制度 。对科研机构的新进人员可实行人事代理制度 。鼓励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参加社会保险 ，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完善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接

续办法 。按照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要求 ，改革和规范科研单位工资分配制度 ，建立以岗位工资 、绩

效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 ，禁止违反规定将政府科研项目经费用于分配 。

（三十九） 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激励和考核机制 。设立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每年奖励

人数不超过 ２名 ，每名奖励 ２００万元 ，其中 ５０万元奖励个人 ，１５０万元用于资助获奖者主持的自主

创新活动 ，获奖者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 。引进创新型人才的薪酬 、福利 ，由用人单位根据其专业

水平与本人协商 ，从优确定 。通过项目公开招标聘用海外创新型人才在海外为广东省企事业单位进

行项目研发的 ，可以由我方单位根据签订的合同将报酬用外汇直接汇入其个人账户 。鼓励企业从其

净资产增值部分中提取股份 ，以红股或股份期权的形式奖励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对核

心技术 、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创新型人才可以其专利 、发明 、技术 、管理 、

资金等要素投资入股并参与分配 ，分配比例由受益单位与本人协商确定 。鼓励试行年薪制 ，实现责 、权 、

利的有机结合 。对聘请海外创新型人才担任国有企业高级技术 、管理职务的 ，可以参照对国内人员实施期

权激励的办法进行奖励 。在每两年一次的市 、县党政领导推动科技进步实绩考核中 ，强化对科技人才工作

的考核 ，把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 、吸引和使用作为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

　 　十一 、不断优化自主创新环境

（四十）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培育一批边缘学科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形成布局合理 、特色鲜

明 、优势明显的重点学科体系 。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制改革 ，建立

符合推动科技发展要求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力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 ，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培养学生主动探索 、独立

思考 、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

（四十一） 积极发展科普事业 。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建设创新文化 ，形成尊重科学 、崇

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 、科技下乡等科普活动 ，提高农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

以城镇社区为依托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 ，提高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 。举办讲座 、报告会等

科普活动 ，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 。建立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定期向公众开放制度 。建立

协调机制 ，实现科普资源的有效共享 。切实加强科普场馆与设施建设 。

（四十二） 保护创新者和改革者的积极性 。公检法部门要慎重对待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过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 ，对总体上符合中央 、省委的精神和改革方向 ，没有徇私舞弊 、中饱私囊 ，没有严重侵

害群众利益的 ，不轻易立案 。对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 ，但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 ，可以免于

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 （１） 改革创新方案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 （２） 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

牟取私利 ； （３） 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 ，损害公共利益的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四十三） 推动自主创新区域与国际合作 。健全区域创新资源合作交流机制 。联合港澳建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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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国际科技合作创新中心 ，重点建设粤港澳工业设计公共平台 。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实现

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共同开展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联合行动 。认真履行 枟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框架协议枠 和 枟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工

作的交流与合作 ，推进泛珠三角技术标准和商标品牌的合作 。积极推进广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

各种科技合作 。

（四十四） 建立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统筹机制 。广东省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广东

省自主创新工作的重大问题 。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提出广东省年度和中长期自主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通报和交流各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情况 。充分发挥省政府科技咨询委

员会 、省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席会议等机构在推进自主创新中的决策咨询和组织实施功能 。发挥广

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的作用 ，研究战时科技和装备动员需求 ，建立军用 、民用自主创新信息平

台 ，促进军用 、民用技术研究开发需求的互通交流和创新成果的双向转移 。

（四十五） 上述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各地 、各部门要依据本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具体措

施 。

广东省人民政府 、教育部关于加强
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

　 　教育部直属各高校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 ：

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 ，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教

育部联合签署的 枟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枠 （以下简称 枟合作协

议枠） ，探索省部合作共同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新路子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促进广

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特提出以下意见 。

　 　一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的紧密

合作和优势互补 ，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 、高等学校为技术依托 、产业化为目标 ，产

学研相结合的新机制和新路子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进一步提高教育部直属高校 （以下简称部属高

校） 办学水平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使广东省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

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

为全国的产学研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 。

（二） 基本原则

１畅 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主要发挥统筹规划 、协调

指导 、组织实施的作用 ，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 ，推动部属高校与广东省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 ，以及

省属高校 、科研院所 、各类经济园区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使部属高校的创新资源与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有效对接 。产学研合作要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 ，激发产学研合作的活力 ，提高产学研合作水平和效率 。

２畅 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相结合的原则 。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解决广东产业

尤其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问题 ，培养创新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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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转化部属高校现有的科技成果 ，切实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同时 ，

通过开展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完善区域和高校创新体系 ，提高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新兴产业 ，增强广东的发展后劲 。

３畅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以部属高校为技术依托相结合的原则 。部属高校具有科研 、教育 、人才

和科技成果优势 ，要作为广东企业的技术和人才依托 ，为提高广东产业竞争力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和智力支持 。要发挥企业作为研发投入 、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作用 ，积极引导部属高校

的科技和人才资源向广东的企业流动 ，与企业联合进行技术攻关 、建设科技创新基地和人才培养基

地 ，努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

４畅 坚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相结合的原则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作为省部

合作的重要目标 ，坚持以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自主创新 。通过产学

研合作 ，不断为产业发展提供新工艺 、新技术和新产品 ，加速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实

现自主创新与产业化良性循环 。

　 　二 、主要目标

通过省部产学研合作 ，使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部属高校对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服务能力明显提高 ，到 ２０１０年攻克一批制约广东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技

术 、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 ，获取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形成自主品牌 ，使广东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到

２００件／百万人口 ，技术自给率从目前的 ４０％ 提高到 ４８％ 以上 ，科技进步贡献率从目前的 ４８％ 提高到

５３％ 左右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 ２畅９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部属高校参与建设一批广东技术创新

公共平台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成一批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或研究开发基地 ；在广

东的各类经济园区以及有条件的专业镇和产业集群中 ，建成一批部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产业

化基地 ；建立部属高校与广东省属高校对口支援关系 ，协助和支持广东高校建立一批国家重点学科 、

博士和硕士点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 中心 ，联合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

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 。

　 　三 、主要任务

（一） 通过实施自主创新计划 ，获得一批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

１畅 组织部属高校参与广东重大科技计划和产业化项目 。广东省各类政府科技计划和产业化项目

要向部属高校开放和倾斜 。教育部组织部属高校参与广东关键领域重点突破招标 、重大科技计划 、

产业技术创新 、技术改造和产业化项目 ，支持部属高校联合广东企业 、省属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公

开招标 ，以及申请和承担广东省各部门的科技攻关 、技术创新 、技术改造和产业化项目 。合作双方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 ，在经费投入 、知识产权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合作 ，共同承担项目攻关工作 。

鼓励部属高校与广东企业自主选题开展产学研合作科研项目 ，研发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产品 。

２畅 共同承担国家各类重大科技计划和产业化项目 。支持和鼓励广东相关单位与部属高校联合争

取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枠 中的重大科技专项落户广东 。发挥广东电

子信息产业优势 ，组织广东企业和研究机构 ，与部属高校共同参与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

专项 ，争取成为牵头省份 ；积极承担 “核心电器件 、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 和 “重大药物

创新” 两个专项 ，参与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等重大专项 ；在 “大飞机” “核电” “新一代汽车” 等国家重大专项中 ，力争承担相关科技攻关项目 。

争取省部共同承担一批国家部委重大科技攻关和产业化项目 。鼓励广东产业界采取各种方式与部属

高校合作 ，争取在生物技术 、电子信息 、软件开发 、家电 、海洋 、环保 、食品安全等领域承担国家

８６３ 、 ９７３科技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重大科技项目 。鼓励和

支持部属高校与广东产业界联合申请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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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联合基金的有关项目 。

３畅 组织部属高校参与广东企业重大技术攻关和重点产品开发 。支持和鼓励部属高校承担企业的

重大技术和重点产品开发项目 。对企业提出的重大技术和重点产品的难题 ，以企业投入为主 ，政府

投入为辅 ，通过省部组织有关专家和机构 ，协助企业面向部属高校及社会招标 。

（二） 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１畅 共建企业研发 （工程 、技术） 中心 。围绕广东的家电制造 、装备制造 、电子产品制造 、海洋

产业 、纺织服装 、建材 、森工造纸 、食品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支持广东企业与部属高校采取多种

合作方式 ，共建企业研发 （工程 、技术） 中心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

２畅 加强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根据广东电子信息 、汽车 、石油化工和医药等行业发展需求 ，

支持部属高校与广东企业联合建设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 。引导部

属高校重点参与华南精密制造研究院 、广东数字媒体技术研究院 、华南家电研究院 、中山装备制造

研究院 、华南精细化工研究院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广州汽车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平

板显示技术中心和广东省液晶电视技术中心等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鼓励部属高校与中国科学院

在粤有关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共同促进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

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 。支持部属高校参与广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等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鼓励部属高校参与广东中药提取分离过程现代化 、南海海洋生物技术 、基

因工程药物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 。

３畅 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支持广东的省部级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 中心建设 ，为其创造

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工程 （技术研究） 中心的条件 ，在省部合作的优势领域建设若干个国

家实验室 ，提高广东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发挥部属高校技术和设施优势 ，推进广东省科

技信息平台 、技术标准与检测服务平台 、生物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平台 、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数据

共享平台等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 。

４畅 建立多元化的创新平台建设投入机制 。按照创新平台功能确定不同的投入和运行方式 ，探索

形成多元化 、多渠道的投入机制 。政府财政重点支持公益性 、基础性和战略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的

科技基础创新平台建设 。对于企业研发 （技术） 中心及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 ，以企业投入为主 ，政

府引导性投入为辅 。

５畅 建立健全资源共享机制 。积极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资源共享为核心 ，打破资源

分散 、封闭和垄断的状况 ，部属高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 中心等要构建开放

的公共研究开发平台 ，向广东企业开放 ，支持和鼓励广东企业参与部属高校科技创新平台 （基地）

的建设 。

（三） 建设创新基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１畅 建立部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省部依托广东省现有的各类经济园区 ，共同支持部属高校

进入园区 ，建立部属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促进部属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

２畅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与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基地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类园

区 、平台和企业为载体 ，全面推进部属高校与广东珠三角地区各市的合作共建 ，加快建设与当地高

新技术产业和特色产业相关的科技创新基地 ，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 ，逐步实现珠三角地区产业从制

造到创造的升级 ，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

３畅 在广州 、深圳等市联合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支持部属高校参与广州 、深圳等市开放高效的

城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形成知识 、技术 、人才 、资本和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高地 ，提升中心城市

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

４畅 共同支持粤东 、粤西和粤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部属高校与粤东 、粤西地区合作 ，发

展机械装备制造及海洋产业 ，壮大专业镇特色经济 ，培育产业集群 。支持部属高校与粤北山区合作 ，

建立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和人才培训基地 ，培植和壮大专业镇特色产业 。支持部属高校与农业龙

８６３ 附 　 　录



头企业合作 ，在推广良种良法 、农产品深加工和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 ，建设一批示范基地 ，促进农

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

５畅 加强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探索与研究 。不定期举办部属高校科技成果展示会 、推介会 、交易

会 、洽谈会和各种论坛 。促进部属高校科技资源与广东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和产业化 。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 、新机制 。

（四） 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提高人才队伍素质

１畅 以项目合作 、联合攻关等方式 ，提升企业现有研发队伍水平 。针对广东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发

展需要 ，支持部属高校以技术和产品开发为纽带 ，发挥部属高校的 “帮扶带” 作用 ，为广东企业培

养在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器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急需的实用型创新人才 ，进一步提高企业

技术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

２畅 以校企联合建设研发机构等方式 ，培养和引进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鼓励部属高校在企业

设立研究生创新基地和博士工作站 ，根据合作项目实际需要 ，选派博士 、在读硕士和博士生到企业

进行技术攻关 ，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在校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同时 ，积极协助企业吸引各类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到企业创业 。鼓励部属高校结合广东企业技术攻关课题 ，招收工程硕士 ，培养高素质

工程技术人才 。

３畅 鼓励部属高校在广东设立研究院 。针对广东科技 、经济发展需要 ，鼓励和支持部属高校在广

东建立研究院 ，与广东企业 、高校 、科研机构 、各地市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多出成果 、多出人才 ，

促进广东科研人才的成长 。

４畅 加强对广东省属高校学科带头人 、科研机构和企业学术 （技术） 骨干的培养 。通过互派访问

学者 、进修 、培训 、联合办学等形式 ，每年选送一批广东省属高校学科带头人 、科研机构和企业的

学术 （技术） 骨干 ，到相关的部属高校进行重点培养 ，以提高其学术 （技术） 水平和创新能力 。每

年组织一批广东的科技人员 、企业家到有关部属高校进行专题培训考察 。支持广东省属高校的建设

和发展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共同创造条件 ，推动建设广东科学技术大学 。

　 　四 、组织领导与保障措施

（一） 组织领导

成立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教育

部 、科技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各一位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 ，成员单位包括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经贸

委 、教育厅 、科技厅 、财政厅 、人事厅 、信息产业厅 、农业厅 、卫生厅 、地税局 、知识产权局等部

门 。领导小组负责研究部署省部合作的重大事项 ，组织落实省部合作的重大项目 ，协调解决合作中

遇到的问题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负责省部合作的日常工作 ，设在广东省科技厅 ，主任由广东省科技厅主

要负责同志担任 ，副主任由省科技厅一位分管负责同志和教育部一位司 （局） 负责同志担任 。

（二） 保障措施

１畅 建立专家决策咨询机制 。在广东宏观经济发展及战略研究方面以及电子信息 、生物与医药 、

新材料 、先进制造 、节能与新能源 、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 、现代农业 、重大装备制造等领域 ，设立

相应的专业咨询委员会 ，每个专业咨询委员会聘请部属高校 ３至 ５名专家学者参加 ，不定期向广东

省人民政府提交专业咨询报告 。每届咨询委员会成员的聘期为 ５年 。

２畅 建立推进省部合作的协同机制 。广东省人民政府组织科技 、教育 、发展改革 、财政 、人事 、

经贸 、农业 、卫生 、信息产业 、税务 、知识产权等省有关部门 ，加强与教育部及部属高校的联系与

合作 ，分工协作 ，共同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广东省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 ，将开展校地合作纳入当

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积极组织和引导大学 、科研院所 、科技园区和企业协同开展产学研合

作 。广东省属高校要与部属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 ，不断提高自身办学水平和科研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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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负责协调本部各司 （局） 和部属高校全面落实 枟合作协议枠 和本意见 。

３畅 建立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多元化投入体制 。从 ２００６年起 ，广东省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设

立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 ，并根据进展情况逐年增加 。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省部合作的自主

创新项目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产学研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 、知识产权的申请及保护

和学术交流活动等 。资金投入坚持市场原则 ，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投入为辅 ，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

支持 。省部合作专项资金的使用计划由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 ，报省部产学研结

合协调领导小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充分发挥资

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鼓励 、引导风险资本投入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形成多渠道投融资机制 。

４畅 建设产学研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广东省 、教育部产学研结合信息网站 ，建设部属高校专家

库 、科技成果库等基础数据库 ，广泛收集广东人才需求和技术需求信息等 ，努力实现信息共享 。

５畅 制定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部属高校进入广东各类园区或建立研究院 、科

研基地等方面 ，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 。部属高校在科研项目申报 、投标及与广东的科研企事业单位

开展联合攻关和开发等 ，广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省有关部门在计划内给予经费支持 。教育部组织

引导部属高校积极参与省部合作 ，要求部属高校将省部合作有关内容作为工作重点 ，列入学校工作

计划 ，并确定校领导专人负责 。教育部对广东省属高校在学科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 （基地） 建设 、

博士和硕士点设立等方面 ，给予政策扶持和倾斜 。广东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政府采购 、科技成果转

化 、科技人才吸引 、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及配套措施 。

本意见的具体实施方案 ，由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制订 ，经省部产学研结合

协调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 。

广东省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省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的管理 ，提高专项资金

的使用效益 ，促进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全国其他重点院校 （以下简称部属高校） 参与支持创新型广东

建设 ，加快我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高等学校为技术依托 、产业化为目标 ，产学研

结合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根据 枟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枠 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

度 ，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专项资金的来源为省财政拨款 。由省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 １亿元 ，并根据省部合作的

需要逐年增加 。其年度预算总额 ，根据开展产学研工作的合理需要和进展情况 ，由广东省教育部产

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产学研办公室） 商省财政厅研究后报省政府审批确定 。广

东省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由产学研办公室牵头负责 ，并会同省科技厅组织实施 。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 ，要围绕广东科技发展布局和重点 ，要符合省部产学研合作的重点领

域 ，坚持目标明确 、突出重点 、程序规范 、择优支持 、专款专用的原则 。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

专项资金主要支持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工作的开展 ，主要包括 ：

（一） 组织部属高校和省属重点建设高校的科技成果在广东转化 。

（二） 部属高校和省属重点建设高校与广东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联合开展的科技攻关 、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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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产业化项目 ；支持部属高校与我省合作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产业化计划 、技术改造计划等

项目 。

（三） 部属高校与广东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联合建设的企业研发 （工程 、技术） 中心 、行业技

术创新平台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创新体系建设 ；支持部属高校在广东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

（四） 部属高校在广东的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民营科技园等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

（五） 部属高校为广东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和学术交流活动 。

（六） 省委 、省政府及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确定需要支持的其他事项 。

第五条 　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按照批准的项目 （任务） ，一般性项目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支持方式 ；每个项目的支持额

度原则上不少于 ５０万元 ；重大项目采取连续支持方式 。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支出范围

专项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项目费 、科技交流活动费和组织管理费 。项目费主要用于开展科技基

础性工作发生的相关支出 ，主要包括 ：原材料及标 （样） 本购置费 、仪器设备购置费及相关业务费

等 ，项目费由项目 （任务） 承担单位管理和使用 ；科技交流活动费主要用于学术交流活动以及部属

高校与我省的各种合作交流活动 ；组织管理费主要用于开展项目评审 （评议）、监督检查 、会议及调

研等工作发生的支出 ，组织管理费按有关规定控制在 ５％ 以内 。支出预算经省财政厅核定后 ，由产学

研办公室具体管理和使用 。

第二章 　项目申报与审批

第七条 　产学研办公室根据广东科技发展的需要和省部合作的要求 ，制定并发布年度 枟广东省

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申请指南枠 。

第八条 　项目的申报

（一） 申报的项目必须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 ，并经过科学论证 。

（二） 专项资金一般每年申报一次 。各单位根据产学研办公室发布的 枟广东省产学研省部合作专

项资金申请指南枠 的要求 ，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填写 枟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作项目申报书枠 报送

产学研办公室 ，并附上对所申报项目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 ，如项目可行性报告 、查新报告 、财务报

告 、资质证明以及合作协议等 ，一式六份 。

第九条 　项目的审批

项目实行专家评审 （评议） 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 。

（一） 产学研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以评审 （评议） 或论证等方式进行审查 ，对专项资金项

目及其预算提出意见 。

（二） 产学研办公室根据评审 （评议） 或论证意见进行综合平衡 ，并会同财政厅审定专项资金的

支持项目及其预算后 ，报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审定后 ，下达专项资金通知 。

（三） 项目承担单位在接到通知一个月内与产学研办公室签订合同书或年度计划任务书 。

（四） 经批准的项目及其预算一般不作调整 ，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进行调整时 ，应按规定的程序重

新报批 。

第十条 　项目经费的拨付

专项资金项目及其预算确定后 ，由产学研办公室将资金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 ，需纳入集中支付

和政府采购范围的款项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办理 ；项目承担单位属市县单位

的 ，由省财政厅向其所属地级以上市财政局下达预算追加文件 ，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收到文件后办理

预算下达和资金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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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一条 　由专项资金形成的资产属国有资产 ，由项目承担单位行使使用权 。

第十二条 　项目形成的成果属国家和项目承担方所有 。项目完成后 ，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

和申请验收 。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应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并首先在广东实现产业化或推广应用 。

特殊项目成果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第十三条 　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及其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一） 承担单位根据确定的当年支持项目及其预算 ，制定科技基础性工作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组

织管理 ，并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 。

（二） 专项资金要与其他资金来源统筹安排 ，单独立项核算 。

（三） 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 ，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要加强

监督检查 ，专款专用 。

（四）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向产学研办公室报送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完成进

度报告 。年度报告将作为以后年度申报专项资金项目资格审查的重要依据 。

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一） 省级财政 、审计等监督部门要对项目的工作进展 、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等方面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按照省政府印发 枟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规定枠 和省财政厅 、审计厅 、监察厅 、人事厅共同印发的 枟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

方案枠 的要求进行 。产学研办公室要协助省级监督部门加强对项目单位管理使用专项资金情况的检

查 ，及时反映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

（二） 对弄虚作假 、截留 、挪用和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行为 ，产学研办公

室将收回部分或全部资金 ，并根据情况采取取消申报单位以后年度的专项资金申报资格等措施 。

（三） 项目 （任务） 因故中止 ，产学研办公室将根据具体情况收回部分或全部资金 。

第十五条 　在项目申报 、审批 、管理过程中 ，一切接触申报材料的单位和个人负有对申报项目

保守秘密的义务 。

第四章 　项目的结题与验收

第十六条 　项目验收的组织工作 ，由产学研办公室或授权委托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机构组织进行 。

第十七条 　项目验收以批准的项目申请书 、合同或计划任务书约定的内容为考核的基本依据 ，

对项目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水平 、应用效果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实施的技术路线 、攻克的关键技术

的方案和效果 、知识产权的形成和管理 、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经验和教训 、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队伍

的成长 、经费使用的合理性等 ，应做出客观的 、实事求是的评价 。

第十八条 　项目验收程序 ，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一） 项目验收工作需在合同完成后半年内完成 ；

（二） 项目承担者在完成任务 、做好总结的基础上 ，应按产学研办公室规定的材料格式 ，向项目

组织实施管理机构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有关验收资料和数据 ；

（三） 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机构审查全部验收资料及有关证明 ，合格的向产学研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 ；

（四） 产学研办公室批复验收申请 ，主持或委托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机构组织验收 ，同时也可委托

社会中介机构组织验收或评估 ；

（五） 产学研办公室批准项目的验收结果 。

第十九条 　项目承担者申请验收时应提供以下验收文件 、资料 ，以及一定形式的成果 （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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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等） ，供验收组织或评估机构审查 ：

（一） 项目合同书或计划任务书 ；

（二） 产学研办公室对项目的批件或有关批复文件 ；

（三） 项目验收申请表 ；

（四） 项目研发工作总结报告 ；

（五） 项目研发技术报告 ；

（六） 项目所获成果 、专利一览表 （含成果登记号 、专利申请号 、专利号等） ；

（七） 样机 、样品的图片及数据 ；

（八） 有关产品测试报告或监测报告及用户使用报告 ；

（九） 建设的中试线 、试验基地 、示范点一览表 、图片及数据 ；

（十） 购置的仪器 、设备等固定资产清单 ；

（十一） 项目经费的决算表 ；

（十二） 项目验收信息汇总表 。

第二十条 　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机构在组织项目验收时 ，可临时组织项目验收小组 ，有关专家成

员由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机构提出 ，并经产学研办公室批准后聘任 。

参与项目验收工作的评估机构 ，应遵照 枟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枠 有关规定执行 。

第二十一条 　项目验收方式和验收活动安排 ，应在验收工作开始前 １５日由组织验收部门通知被

验收者 。

验收小组／评估机构应对验收结论或评价的准确性负责 ，应维护验收项目的知识产权和保守其技

术秘密 。

第二十二条 　项目验收组织实施管理机构根据验收小组／评估机构的验收意见 ，提出 “通过验

收” 或 “需要复议” 或 “不通过验收” 的结论建议 ，由产学研办公室审定后以文件正式下达 。

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能通过验收 ：

（一） 合同或计划任务书任务完成不到 ８０％ ；

（二） 预定成果未能实现或成果已无科学或使用价值 ；

（三） 提供的验收文件 、资料 、数据不真实 ；

（四） 擅自修改合同或计划任务书的考核目标 、内容 、技术路线 ；

（五） 超过合同或计划任务书规定期限半年以上未完成任务 ，且事先未作说明 。

第二十三条 　需要复议的验收项目 ，承担者应在接到通知 ３０日内提出复议申请 。

未通过验收的项目 ，承担者可在接到通知半年内 ，整改完善有关项目材料后 ，提出复议申请 。

如再次未通过验收 ，项目承担者三年内不得再承担同类计划项目 。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办法由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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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经济强省和创新型广东 ，加快全省专业镇的发展 ，提升我省产业

竞争力 ，特提出如下意见 ：

　 　一 、加快发展专业镇的重要意义 、指导思想和目标

１畅 重要意义 。专业镇是以镇 （区） 为基本地理单元 、主导产业相对集中 、经济规模较大 、专业

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新型经济形态 ，是集群经济在我省的基本形式 。专业镇的迅速崛起 ，对于推

动我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壮大 、加快全省人民致富奔康步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是我省建设经济强省的重要支柱和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骨干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 ，加快发展专业镇 ，

对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县域经济和内源型经济发展 ，推动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加快

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党委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专业镇建设工作 ，进一步推动全省专

业镇的发展 。

２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主线 ，以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为

动力 ，坚持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相结合 、市场导向和政府扶持相结合 、产学研相结合 ，分类指导 、

优化布局 、梯度推进 ，着力促进欠发达地区专业镇的培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专业镇的提升 ，着力促

进专业镇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着力促进专业镇品牌 、标准 、人才 、知识产权和信息化工

作 ，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集群经济发展新路子 。

３ ．发展目标 。 “十一五” 期末 ，专业镇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专业镇发展质

量与产业竞争力显著提高 ，形成对区域经济有强大辐射带动效应的专业镇发展格局 。 ２０１０年 ，省级

专业镇达到 ３００个以上 ，占全省建制镇的 ３０％ 左右 ，实现生产总值 （GDP） １０ ０００亿元以上 ；创建国

内外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集群品牌 ５０个以上 ，培育中国驰名商标 ３０个以上 、中国名牌产品 １００

个以上 ；突破行业公共技术和关键技术 １００项以上 ，制定行业标准 １００项以上 ，形成自主创新产品

３ ０００个以上 ；实现专业镇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十五” 期末降低 １５％ 以上 。

　 　二 、加强专业镇自主创新 ，增强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

４ ．实施专业镇技术创新工程 。设立加快发展专业镇科技专项计划 ，围绕专业镇特色产业发展需

求 ，重点筛选电子信息 、金属制品 、纺织服装 、玩具 、礼品 、家电 、家具 、陶瓷 、食品 、现代农业 、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批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 ，采取省市县联动 、产学研联合 、省内外招标等形

式 ，组织开展联合攻关 ，集成一批先进技术 ，攻克一批核心技术 ，研制开发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对

自主创新产品 ，经省科技部门会同综合经济部门认定后 ，优先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根据主导产业发

展需求 ，逐步编制必须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产品和装备目录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

５ ．建设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 。大力支持专业镇整合资源 ，建设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镇技术

创新平台 ，开展产品研发 、成果转化 、检测认证 、技术服务 、知识产权 、法律服务 、信息交流 、电

子商务 、物流配送 、人才引进与培训等服务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要坚持政府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的原则 。建设前期 ，政府要扶持 、引导和推动 ；建成正常运作后 ，可按非营利机构方式管理 ，逐步

实现企业化 、市场化运作 。经省科技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创新平台 ，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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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研机构 ，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各有关部门要通过项目 、技术 、资金等予以大力扶持 。

６ ．推动专业镇骨干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鼓励和支持专业镇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省 、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 、重点实验室等 。 ５年内在专业镇骨干企业组建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５０个 ，支持大企业建立的研发机构对社会开放 ，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

７ ．加快专业镇信息化进程 。继续推进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 ，引导企业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辅助

设计 （CAD）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 、计算机辅助测试 （CAT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MIS）、现
代集成制造系统 （CIMS） 、制造资源计划系统 （MRP‐Ⅱ）、柔性制造系统 （FMS）、条形码识别系统
（POS） ，利用信息手段和网络技术 ，改进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 ，开展企业管理 、物流配送 、电子商

务等业务 。鼓励专业镇建立特色产业信息化技术服务平合 、行业网站 、行业数据库 ，为中小企业提

供公共信息管理和服务 ，信息 、科技 、经贸 、农业等部门要在政策 、资金 、技术 、项目等方面支持

专业镇信息化建设 。省科技信息直通车专项计划要重点支持专业镇信息化建设 。

８ ．鼓励专业镇开展产学研合作 。鼓励专业镇与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合作 ，共同建

设技术创新平合 ，开展产业技术项目合作 。鼓励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在专业镇设立服

务机构 。支持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的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等向专业镇企业开放 。认真落实好教育

部和省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协议和实施意见 ，推动专业镇建

设成为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凡经论证列入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的专业镇 ，省给

予重点支持 。

　 　三 、完善特色产业配套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９ ．促进专业镇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和吸引流通业和中介机构在专业镇集聚 ，在工业和商业带动

下 ，培植和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商贸会展业 、物流业 、创意产业 、品牌经营 、工业设计 、产业文化

等 ，促进特色产业从产业链中端逐渐向高端过渡转型 。继续做好产业升级示范区建设工作 。

１０ ．鼓励特色产业协同发展 。鼓励地理位置邻近 、产业类型相近的专业镇联合制定产业总体发

展规划 ，减少产业雷同 ，避免无序竞争 ，实现产业对接和错位发展 ，形成上下游配套 、专业化分工 、

社会化协作的产业空间布局 。支持同类产业专业镇建设跨区域技术创新机构 ，省在资金和政策上予

以一定支持 。

１１ ．鼓励专业镇建设特色产业基地 。做好各类开发园区发展规划与专业镇发展规划的衔接 ，推

进国家级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民营科技园与专业镇实现互动发展 。推动企业进园入区 ，提

高土地集约度和产出效益 。发展较好 、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效应的专业镇 ，可认定为省级特色产业基

地 。有条件的要积极申报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

１２ ．支持专业镇企业协作发展 。促进企业融合 ，鼓励企业采取强强联合 、战略联盟 、股份合作 、

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做强做大 ，扩张企业规模 ，提升整体竞争力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和辐射作用 ，

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分工合作关系 ，实现合理的产业配套 。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

促进专业镇家族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１３ ．鼓励专业镇发展循环经济 。实施专业镇清洁生产 。行动计划 ，按照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

化的原则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推广应用节能 、降耗 、环保技术 ，对高能耗 、高污染的产业进行综

合治理 。培养一批国家级或省级循环经济试点企业 、试点园区 ；鼓励条件具备的专业镇建立再生资

源回收示范基地 ，充分开发和利用再生资源 ，健全基层再生资源回收网络 。

　 　四 、加快培植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镇 ，带动县城经济发展

１４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专业镇的支持力度 。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明确发展定位和方向 ，培植一批

中小企业和拳头产品 ，加快产业聚集 ，形成产业经济规模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对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分类指导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培植发展一批市级专业镇 。重点支持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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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技术密集区和星火技术产业带 。

１５ ．大力发展农业专业镇 。加大对农业专业镇建设的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 “一乡一品” 、 “数乡

一品” 发展 ，重点支持农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为农产品生产 、加工 、流通等提供技术 、标准 、市

场信息 、培训等中介服务 ，延伸农业产业链 。推动农业专业镇通过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 ，按照绿

色产品标准 ，采取统一品牌 、统一生产 、统一销售 、统一管理 ，提高产业整体市场竞争能力 。

１６ ．支持专业镇特色产业梯度转移 。继续支持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利用优势资源 ，建设产业转

移园区 ，有序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区专业镇产业转移 。提高招商引资水平 ，引进产业关联度大 、项目

带动效应强的大企业集团 ，通过产业配套和企业衍化聚集成为专业镇 。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环保 、节

能技术 ，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 。

　 　五 、强化专业镇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专业镇发展层次

１７ ．实施专业镇名牌带动战略 。鼓励企业发展自主品牌 ，创立驰 （著） 名商标 、国家和省级名

牌产品 ，着力提升企业 、产品的国内外知名度 。加强区域品牌建设 ，鼓励专业团体 、行业协会和其

他集体组织建立公共品牌资源 ，通过注册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保护区域特色产业 ，打造一批产业名

镇 。对认定为 “中国名牌产品” 和 “中国驰名商标” 的企业 ，省给予奖励 。

１８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制度 ，支持企业申请

专利 、实施专利 ，推进专利技术产业化 。开展专业镇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工作 ，培育和发展一批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 、产业和区域 。完善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的知识产权服务功能 ，开展商贸会展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活动 。

１９ ．实施行业技术标准战略 。在专业镇中建设一批检测机构 ，加强特色产品质量检测 ，提高产

品质量 。加强专业镇技术标准工作 ，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 ，开展标准认证工作 ，

凡取得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资格的单位 ，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科技部门予以重

点支持 。

２０ ．加强专业镇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高等学校 、职业院校开展面向专业镇的人才培养 ，加强与

特色产业相关的专业和学科建设 ，向专业镇输送毕业生或到专业镇设立教学点和培训点 ，针对特色

产业开展订单式的培训计划 。鼓励市 、县 （市 、区） 设立面向专业镇特色产业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和技工学校 ，开展合作办学 ，培养专业镇本地人才 。鼓励用人单位加大人才引进的投入 ，允许用人

单位通过住房货币补贴 、给予安家费和科研启动经费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 。

２１ ．加快专业镇城镇化进程 。对城镇建设 、环境 、人文 、制度创新 、政策体系等进行高标准综

合规划 ，提高专业镇科学发展水平 。加大专业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促进专业镇城镇化

进程和特色产业协调发展 。选择一批专业镇开展城镇化技术集成试点工作 ，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

可持续发展试验区 ，打造特色产业国际名镇 。

２２ ．加强专业镇特色产业文化建设 。着力培育企业诚信文化 、协作文化 、创新文化 。引导专业

镇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树立以人为本观念 ，提高企业凝聚力 ，塑造企业良好形象 。引导企业树

立社会责任意识 ，落实安全生产制度 ，规范劳动管理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

　 　六 、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 ，推动企业 “走出去”

２３ ．推动专业镇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协作 。充分发挥专业镇的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 ，利用泛珠三

角区域的资源优势 ，建立合作联盟 ，通过区域分工 ，优化配置生产要素 ，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 ，

促进专业镇特色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辐射 。

２４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 、技术转移 。抓住机遇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不断

延长产业链 ，加强本地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 。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逐步掌握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提升产业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地位 。鼓励外资企业在专业镇设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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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开发机构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基地 。

２５ ．推动专业镇企业 “走出去” 。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生产 ，突破国外技术壁垒 ，积极应

对国外反倾销调查 。组织有条件的专业镇骨干企业到国外投资设厂 ，拓展发展空间 ，占领国际市场 ，

应对贸易壁垒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设立研发机构 ，充分利用境外科技 、智力资源 ，提高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广交会 、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的窗口作用 ，推介专业镇 。

２６ ．加强全球产业发展动态研究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或商会等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 ，收集国际

产业发展动态等信息 。开展重点国家重点产业跟踪研究 ，及时掌握国际产业技术市场发展动态 。充

分利用各种对外合作渠道 ，创造国际化的行业交流合作机会 ，提供国际市场的信息咨询服务及市场

开拓服务等 。

　 　七 、加强组织领导 ，优化专业镇发展环境

２７ ．加强对专业镇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加快专业镇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加强

对专业镇建设的统筹 、协调和指导 。科技 、发展改革 、经贸 、工商 、质监 、农业 、信息产业 、知识

产权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加强协调 ，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我省专业镇发展 。加强专业镇发展的评估

和统计工作 。

２８ ．拓宽专业镇发展资金渠道 。建立政府 、社会 、企业 、金融 、风险投资机构等多元化 、多渠

道投入机制 。各级政府要增加对专业镇发展的财政投入 ，积极筹措资金 ，发挥政府资金放大效应 ，

引导更多民间和社会资金投入到专业镇建设中 。省级财政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按专题需要给予

一定的支持 ，具体由省科技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报批 。支持专业镇龙头企业或民营资本

组建行业性会员制担保公司 ，为行业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

２９ ．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建设 。引导和支持专业镇培育发展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 ，反映企业意见 ，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规范行业行为 ，强化行业自律 。支持逐步建立经济管理 、科技服务 、行业协会

三位一体的专业镇产业服务模式 ，各镇要在办公用地 、建设资金 、机构建设 、人员配备等方面予以

扶持 。支持行业协会商会依法开展统计 、培训 、会展 、招标 、名牌认定 、价格协调 、招商引资 、公

信证明 、营销联盟组建 、反倾销预警应对和行业质量标准制定等工作 。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要加强

专业镇政策研究 、规划制定 、考核评估 、咨询建议等工作 。

３０ ．加强舆论宣传和示范带动工作 。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 、报纸和互联网等媒介 ，广泛宣传专

业镇的重大产业活动 ，大力推介企业 、产品和区域品牌 ，树立专业镇的良好形象 。总结 、交流和推

广各地加快专业镇发展的先进经验 。发挥发达地区专业镇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工作成效显著 、特色

产业优化升级成绩突出 、国内外同行业内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镇中 ，择优开展 “省创新示范专业镇”

建设工作 。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省自然科学基金） 的管理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发现和培养科技人才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社会发展 ，特制订本办法 。

第二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省 ，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部分应用研究和基础性工作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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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助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 。

第三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预算拨款 ，同时依法接受国内外社会团体 、机

构和个人的捐赠 。社会团体 、机构和个人捐赠的基金 ，可冠其名字命名 。

鼓励申请者依托单位采取联合资助的方式资助已获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 。

第四条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

展方针 、政策和我省科技发展规划 ，提出省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和重点研究方向 ，指导科技

人员申请 。

第五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结构一般分为研究团队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包括自由申请

项目和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并视实际情况设立专项基金项目 。

第六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遵循 “尊重科学 、激励创新 、促进合作 、平等竞争” 的原则 。

第二章 　资助范围与条件

第七条 　凡在我省境内工作 、全职受聘于我省法人单位 、在职在岗的科技人员均可申请省自然

科学基金 。申请者 （项目负责人） 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

１畅 申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 。

２畅 申请者曾获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均已按计划实施 ，或正式通过了鉴定 、验收或结题 。

３畅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人员当年申请与承担 （含参加）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累

计不得超过 ３项 。其中 ：申请或承担 （含参加） 面上项目不得超过 ２项 ，重点或研究团队项目合计

不得超过 １项 。作为申请者同期只能申请 １项面上项目 。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只具有博士学位

者作为申请者限为 １项 ，作为参加者不作限制 。

研究团队的每位核心成员均视作申请者 ，当年只能申请或承担研究团队或重点项目合计不超过

１项 。

政府特别委托的专项研究项目不列入上述限项范围 。

４畅 受聘非全职科技人员 、退休科技人员 、港澳台地区科技人员 、外籍客座科技人员等可作为项

目组成员申请参加基金项目的研究 。

第八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研究周期一般为 ４年 ，可根据研究团队的发展情况确定是否

延续资助 。

申请研究团队应具备下列条件 ：

１畅 符合广东省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研究领域和目标国内领先 。

２畅 研究团队应由 ３― ５名对研究目标有共识 、能独当一面的核心成员及若干相关研究人员组

成 ，团队核心成员中推举一位协调人 ，协调人是团队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协调团队的研究工作 。研

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平均年龄应小于 ４５周岁 （含 ４５周岁 ，院士可不纳入平均年龄的计算范畴） ，协调

人年龄不得超过 ５５周岁 。在读研究生或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 。

３畅 研究团队应是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研究整体 ，核心成员之间学科优势互补 ，有良好

的合 （协） 作关系和成功的科研合 （协） 作历史 ，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

研究群体中有较强的凝聚作用 。

４畅 研究团队具有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具有行之有效的稳定研究骨干队伍的人才管理方式 。

５畅 优先资助依托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的研究团队 。

６畅 依托单位应在实验室建设 、研究经费 、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

第九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３年 。

申请重点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 ：

１畅 申报内容应曾获得省或国家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政府委托的研究任务除外） ，具有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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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基础和良好的实验研究条件 。

２畅 近期可望取得重大成果或突破性进展 ，能促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或针对我省社

会发展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 。

３畅 申请者年龄不超过 ５５周岁 （院士除外）。

第十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２年 。

自由申请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 ：

１畅 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瞄准国际科学发展前沿 ，尤其是我省具有优势的基础研究 ；或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 ，对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应用基础研究 。

２畅 学术思想新颖 ，创新性强 ，立论根据充分 ，研究目标明确 ，研究内容具体 ，研究方法和技术

路线合理 、可行 。

３畅 申请者年龄不超过 ６０周岁 ，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可靠的时间保证 ，依托单位能提供基本

的研究条件 。

第十一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研究年限一般为 ２年 ，申请者必须是从未主持过

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获博士学位不满 ３年者 。

第三章 　申 　 　请

第十二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每期发布关于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通告或项目指南 。

第十三条 　申请程序和要求 ：

１畅 申请者必须按规定的格式 ，实事求是填写 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枠 ，项目组所有

成员应在申请书上亲自签名 ，不得代签或冒签 ，合作者必须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

２畅 申请者应自行将申请书有关内容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申报系统进行录入提交 。

３畅 申请者依托单位应负责本单位申请项目的申请者资格审查和填报内容真实性审查 。

４畅 申请者依托单位应在规定的集中受理时间内 ，统一将本单位的项目申请书和申请项目清单 ，

送至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或指定机构 ，逾期不予受理 。

５畅 申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须 “单位先注册 、后提交申请” 。尚未注册的单位需填写 枟单位信

息登记表枠 ，寄送至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进行注册 ，其单位的科技人员方可申请基金项目 。

第四章 　评 　 　审

第十四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受理 、初审 ，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 、

会议评审 。凡形式审查不合格的申请项目 ，不送同行评议 。

第十五条 　评审程序和要求 ：

１畅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自由申请项目和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按形式审查 、同行评议 、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的程序进行 。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研究团队按形式审查 、同行评议 、择

优答辩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的程序进行 。进入答辩程序不参加答辩者 ，视为自动放弃 。

２畅 每个项目的同行评议 、会议评审专家各由 ５― ７人组成 ，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聘请 ，

受聘专家连任不超过 ２期 。

３畅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 、会议评审专家应回避本人主持或参加的申请项目以及可能影

响公正性的申请项目的评议 、评审 。

４畅 同行评议专家应本着科学 、客观 、公正 、负责的精神 ，对被评项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提

出评价意见 ，并填写 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同行评议意见表枠 。

５畅 对确有重要科学意义 、重大创新性的非共识项目 ，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进一步征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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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家意见后确定是否资助 。

第十六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根据同行评议 、会议评审结果 ，进行综合审核 ，提出本期

资助计划 ，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 。

第十七条 　资助计划批准后 ，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书面通知申请者依托单位 ，对未获资

助的申请项目反馈不资助的原因 。

第十八条 　受聘参加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 、评审工作的专家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须遵守以

下保密规定 ：

１畅 不得擅自复制 、泄露或以任何形式剽窃申请者的研究内容 。

２畅 不得泄露评议 、评审专家姓名和单位 。

３畅 不得泄露评议 、评审过程中的情况和未经批准的评审结果 。

违反保密规定的 ，一经查实 ，终身取消其基金项目评议 、评审专家的资格 。

第五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九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负责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负责基金资助项目

的下达 、实施检查 、验收 、结题等 ，并对项目的财务 、成果等进行综合管理 。

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须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管理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负责项目的组织

申报 ，监督资助项目的实施和管理 ，并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 。

第二十条 　基金项目负责人接到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书面通知后 １个月内 ，填写 枟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同书枠 并上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 ，签订项目合同书 。项目合同书 １式 ３

份 ，分别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 、申请者依托单位 、申请者分别保管 ，作为资助经费拨款和项

目检查 、验收结题的依据 。逾期不签订合同的项目作自动放弃处理 。

第二十一条 　基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变更 、调整项目研究内容或预期

目标 、延期 、中止项目实施等情形 ，项目负责人须提出报告 ，经依托单位签署意见后 ，报省自然科

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批 。

项目负责人在省内工作调动 ，调出 、调入单位应根据有利于项目顺利实施 、结题的原则进行协

商 。如调入单位具备保证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条件 ，可由项目负责人提出报告 ，将项目转调入单位

执行 ，经调出 、调入单位签署意见后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批 ；如调入单位不具备条件 ，项

目负责人可在原依托单位完成项目研究或由原依托单位更换合适的项目负责人 ，报省自然科学基金

委办公室审批 。

如项目负责人调出外省的 ，须在原依托单位完成项目研究或更换项目负责人 ，如无合适人选 ，

应办理中止手续 。遇特殊情况 （如出国 、病休等） 离开该项目研究 １年以内的 ，项目负责人须安排

合适人选代理 ，并报依托单位及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备案 ；超过 １年的 ，须更换项目负责人 ，

由依托单位在 １个月内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批 ，如无合适人选 ，须办理中止手续 。

申请延长研究期限的项目 ，只能延期 １次 ，时间一般不超过 １年 （延期 ６个月内无须申请） ，由

依托单位签署意见 ，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核准 。在项目延期执行期内 ，项目负责人不能申请

新的基金项目 。

第二十二条 　基金项目执行过程中 ，项目负责人须每年 １０月 ２１日至 ３１日填写 枟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年度执行报告枠 （统计时间为上年的 １０月 ３１日至当年的 １０月 ３１日） 上报依托单位科研

主管部门 ，由科研主管部门统一汇总 ，并总结项目的执行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 ，填写 枟广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执行情况综合报告枠 ，于每年 １１月 ２０至 ３０日报送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 。未提交

上述报告的 ，不受理该单位新项目的申请 。

第二十三条 　基金项目结题后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将对结题项目进行连续两年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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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除外） ，项目结题两年内 ，项目负责人须每年 １０月 ２０日至 ３０日填写 枟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跟踪年度统计简表枠 上报依托单位科研主管部门 ，由科研主管部门统一汇总后与

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执行情况综合报告枠 同时报送 。

第二十四条 　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在完成研究计划后 ，项目负责人须认真撰写 枟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枠 ，由依托单位审查 、签署意见 ，报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查后 ，对项

目给予结题确认 。

第二十五条 　研究团队实行动态管理 、滚动支持 。研究团队在实施过程中由省基金委办公室组

织专家进行中期评估 ，研究期满后组织专家验收 。

鼓励研究团队不断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重大发现 ，需要调整研究方向 ，可向省基金委办

公室提出报告 ，经审查批准后执行 。

第二十六条 　基金项目的有关论文 、专著 、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 ，均应按规定用中英文标注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及项目批准号 。

第二十七条 　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鉴定或评议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经评议或鉴定的研究成

果 ，除经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审定需要保密的外 ，一般予以公开 。省自然科学基金

委有权决定使用或实施研究成果 ，依托单位实施或自行转让研究成果须向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

备案 。

第二十八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项目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对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发

明创造 、科学发现应及时以申请专利等形式进行保护 。

项目完成后 ，项目负责人应积极开展后续研究和进行成果转化 ，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为广东省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

第二十九条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对基金项目管理不善 、违反规定 、弄虚作假的 ，省自

然科学基金委将视情节轻重 ，可以撤销对有关项目的资助 、收回已拨经费 ，暂停受理有关人员或依

托单位新项目的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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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２００２年公布的 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枠 及 ２００４年公布的 枟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管理办法枠 同时废止 。

第三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解释 。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促进省内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

增强省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根据 枟关于印发 “创新型引导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

知枠） 和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决定在我省开展创新型企业的试点工作 。现制

定如下实施方案 ：

　 　一 、试点目标

作为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的重点任务之一 ，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

核心 ，探索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模式和措施 ，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支持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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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产学研紧密结合 ，形成各种类型具有示范性的创新型企业 ，引导更多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 ，为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建设创新型广东提供支撑 。

　 　二 、工作原则

（一）突出引导 。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激发企业的

创新活力 ，促进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 、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提高

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

（二）注重集成 。把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计划 、基地建设 、人才培养以及试点推动等措施有

效地集成起来 ，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 ，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 。

（三）分类指导 。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展试点工作 ，根据各自特点探索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

和相应的评价办法 ；根据实际情况 ，指导其按照各自特点开展试点工作 。分期分批推进试点和评估

命名工作 。

（四）重点推进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开展试点工作 ，进行重点引导和支持 ，发挥其对各类企

业的辐射和示范作用 。试点工作重点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三 、选择条件

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贸委 、省国资委 、省知识产权局和省总工会 （下简称 “六部

门”） 根据下述条件联合选择一批在技术创新 、品牌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 、经营管理创新 、理念和文

化创新等方面成效突出的企业进行试点 。试点企业要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

（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掌握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整体技术

水平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 、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 。

（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在同类企业中 ，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比例较高 ，有健全的研发机构

或与国内外大学 、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领先的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

重视科技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吸引和使用 。

（三）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 。在行业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潜力 。注重自主品牌

的管理和创新 ，通过竞争发展 ，形成了企业独特的品牌 ，并在市场中享有相当知名度 。

（四）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 。企业近 ３年连续盈利 ，整体财务状况良好 ，销售

收入和利润总额呈稳定上升势头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 。

（五）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文化 。重视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创新 ，努力营造并形成企业的创新文

化 ，把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创新作为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

试点企业主要在国有骨干企业 、转制院所 、高新技术企业和其他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

中选择 。国有骨干企业是指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监管的企业 ；转制院所是指中央和地方已实施企

业化转制的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其他企业主要是指除

上述三类企业之外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 ，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等等 。在满

足上述五个方面要求的基础上 ，各类企业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

———国有骨干企业 。有明确的技术创新战略并贯彻实施 ，主导产品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 ，

拥有国际或国内著名的自主品牌产品等 。

———转制院所 。在转制改革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承担国家 、省和企业科研任务较多 ，自身科研

投入较大 ，科研仪器设备条件比较先进 ，有较强的面向行业开展技术研发服务和推广应用的能力等 。

———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５％ 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专职科研人

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不低于 ３０％ 和 １０％ ，创新产品及技术性收入占销售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具有较强的技术储备能力和发展后劲等 。

———其他企业 。具有自主创新成果 ；不断创新企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企业成长性强 ，具有较

２８３ 附 　 　录



大的发展潜力 ；在行业技术发展中能够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等 。

　 　四 、支持措施

对 “六部门” 联合确定的试点企业 ，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在以下方面有选择地给予支持 ：

（一）省 、市级科技计划给予重点支持 。支持企业参与省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 。对试点企

业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 ，优先予以立项支持 ；科技计划中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 ，优先支持试点企业

承担 。科技金融工作对试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

（二）加大创新基地建设力度 。支持有条件的试点企业独立或联合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等建立省

级以上 （含省级） 重点实验室 （工程类）、工程实验室 、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生产力促进中心以

及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等 。

（三）支持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组织对试点企业管理人员的技术创新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等培

训 ，组织对试点企业的标准化培训 ，组织开展试点企业与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的人员交流与合作 ，

支持试点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 。

（四）支持企业加强标准和知识产权工作 。支持试点企业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牵头单位 ，并优先

支持试点企业参与企业标准试点工作 。支持试点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立和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 、自主品牌战略等 。

（五）强化业绩考核对技术创新的导向 。对国有试点企业 ，明确企业负责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领

导职责 ，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建设作为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

（六）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表彰和奖励及设立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奖励 。对成绩特别突出且符合

条件的试点企业授予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加强对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奖励 ，对创新业绩突出

的试点企业给予优先奖励 。

　 　五 、组织实施

（一）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 “六部门”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设立领导小组和联络员 ，并由 “六

部门” 联合下文认定试点企业 。各地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

１畅 创新型试点企业采取分批审理的办法 ，每年在公布的时间内接受申报 。

２畅 创新型试点企业的申请审议确定程序 ：

（１） 申请单位按 枟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方案主要内容要求枠 指定试点方案 ，并填写 枟广东省

创新型试点企业基本情况表枠 ，经所在地级以上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推荐 ，并将试点名单

一式 ３份报送省科技主管部门 。

（２） 省科技主管部门在收到 枟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基本情况表枠 后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

进行论证 。

（３） 省科技主管部门牵头召开六部门联席会议 ，参考专家论证结果 ，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试点企业的数量 ，同时 ，兼顾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 。

３畅 优先支持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拥有国家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实验室的企业 。

４畅 各市应加强对试点企业的跟踪指导 ，实行动态调整 ，并对试点企业进行定期验收和考核 ，对

未能达到标准的 ，由 “六部门” 联合发文撤销其称号 。

５畅 被授予创新型试点的企业变更经营范围 、合并 、分立的 ，需对其重新审核 。

６畅 加强对地方试点工作的指导 。及时组织试点情况的调研和交流 ，各地方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

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告 。

（二）评估命名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的评

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 。组织开展对试点企业的评估工作 ，对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 ，由 “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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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文命名为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

由 “六部门” 研究制定支持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措施 。

附件 ：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方案主要内容要求

　 　试点企业应着重围绕以下主要内容制定试点方案 。

１畅 加强研发能力建设 。加强研发机构建设 ，增强技术研发能力 ，提高成果产业化能力 ，推进产

学研合作 ，发起或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

２畅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增加自身研发投入 ，积极承担省 、国家及行业科研任务 ，改善科研仪器

设备及中试装置 ，提高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

３畅 培养创新人才队伍 。加强管理人员科技培训 、职工技能培训 。加强科技人员继续教育 。与高

等学校 、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 。重视发挥职工技术协会的作用 ，不断总结推广新技术 、新工艺 、

新操作法 ，善于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提高职工创新意识 。

４畅 推进创新基地开放共享 。对于财政性资金支持建设的试点企业研发机构 ，建立和完善向行业

和社会开放共享的机制 ，把面向行业和社会提供服务 ，作为运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

５畅 完善创新战略和管理制度 。制定并实施企业科技创新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和自主品牌战略

等 。建立并完善企业技术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 。

６畅 完善创新机制政策 。完善激励创新的机制 ，推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 ，建立内部员工股权激励

机制 ，鼓励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 、技术革新 、技术攻关 、技术发明等创新活动 ，营造创新氛围 ，建

设创新文化等 。

广东省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 枟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枠 精神 ，现就加快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有关问题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

　 　一 、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 ，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市场导

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公平竞争与规范经营相结合 、营造环境与科学管理相结合 ，进一步优化环境 ，

加强服务 ，全面提高民营科技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使之成为我省科技创新 、出口创汇 、

资本扩张的重要生力军 。到 ２００５年 ，民营科技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５０％ 以上 ，超百亿元规模的民营科技企业 （集团） ５ — ７家 ，超亿元的 ３５０家以上 ，全省民营科技企

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在全国保持前列 。

　 　二 、鼓励各类机构和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校办企业和国有企业 ，通过股份制改造 ，转制为民营科技企

业 。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可离岗创办或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工作 ，经批准 ，可保留公职两

４８３ 附 　 　录



年 。重新进入国有单位的 ，工龄可以连续计算 。高等学校在校研究生 、本科生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 ，

可保留学籍 ３年 。在境外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留学人员 ，在省级民营科技企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民营科技园区工作期间取得的合法收入依法纳税后 ，可以全部购买外汇 ，按规定携带出境或者汇出

境外 。以高新技术成果和专有技术投资兴办民营科技企业 ，其成果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

技评估机构评估后 ，作价出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不受限制 ，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 。

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经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企业名称可以冠

省名 。

　 　三 、规划建设好民营科技园

支持已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园区通过整合提高 ，发展成为民营科技园 。省重点支持建立在市一级

的省级民营科技园 ，由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措施予以扶持 。山区和东西两翼

１４个市要用好省财政３ 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 ，加快民营科技园和民营企业园区的发展 。

　 　四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增加科技开发投入

民营科技企业用于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 ，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

本 。技术开发费年增幅在 １０％ 以上的 ，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 ５０％ 抵扣应税所得额 。技术转让以及在

技术转让过程中与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 、服务 、培训所得 ，年净收入在 ３０万元以下的 ，免征所

得税 。中试设备折旧年限 ，按审批权限报经税务部门批准 ，可适当缩短 。对为生产列入 枟国家高新

技术产品目录枠 的产品进口所需自用设备的技术和配套件 、备件 ，按国家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 。

　 　五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开展产学研联合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与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 ，自办或合办技术开发机构 ，

进行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 。省支持在年产值超亿元的省级民营科技企业中建立 １００家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鼓励有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参加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竞标 。省要再选择一批主要由

民营科技企业承担 、能够做大做强的科技产业化项目 ，纳入科技计划予以重点支持 。

民营科技企业向非关联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的资助支出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

　 　六 、支持民营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以专业镇 、民营科技园为依托 ，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推广先进标准和先进适用技术 ，建立健全

开发式信息服务体系 。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 ，有选择地在 IC设计 、生物技术 、现代制造业 、软件

产业 、生物医药研究等战略性领域或重点行业建立行业技术创新中心 ，构建为民营科技企业和中小

型企业服务的技术创新平台 。

省财政从 ２００３年起 ５年内 ，在原来基础上每年再增加安排的５ ０００万元科技三项经费 ，主要用于

扶持民营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中试 ，省级民营科技园的规划 、论证 ，科技服务体系 、信息网

络平台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省民营科技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展中心建

设和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 。各级政府有条件的应安排相应资金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

　 　七 、完善民营科技企业服务体系

鼓励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 、民营科技企业 、外资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创建综合或专业孵化器 ，

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各类孵化器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各类工程技术中心 、生产

力促进中心 、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中介等机构 ，要把培育和服务民营科技企业作为重要职能 。

５８３科技政策措施及规范性文件



八 、推动风险投资资金支持民营科技企业

引导风险投资资金投向民营科技企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处于初级阶段 ，

属于核心技术开发 ，具有产业化背景的项目或企业 ，可优先列入政府的科技计划项目给予支持 。

　 　九 、加快建立民营科技企业贷款担保体系

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鼓励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成立担保机

构 ，开展担保业务 。担保机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有关优惠和扶持政策 。担保机构对负连带责

任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发生的担保损失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允许在税前扣除 。

　 　十 、引导民营科技企业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省 、市知识产权部门对民营科技企业单位或个人申请国内发明专利联合给予资助 。省科技行政

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一批省民营科技园 、民营科技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工作制度示范试点 ，

支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

　 　十一 、推动民营科技企业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省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协助各地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以企业生产管理标准为基础 、以产品质量

标准为核心 、以检验检测标准为保证的企业标准体系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主动参与国家标准 、行业

标准的制定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提高民营科技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

　 　十二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制度创新

支持有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按照 枟公司法枠 进行公司制改造 。省科技行

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

　 　十三 、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 枟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枠 的要求 ，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指导 、

协调和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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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06年广东省有 R&D活动单位
　表 ８ １ 　按地域分布

项 　 　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人）

科技活动
人员 科学家

和工程师

科技经费
筹集额

（千元）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总 　计 １７  ３ １７１ L１ ６０３ 敂１ ３１５ 葺２９９ １８７ %１２８ ５７８ m
　广州市 ８  ２ ０８４ L１ ０６３ 敂８３１ 葺１９７ ８５７ %７６ ７７７ m
　汕头市 １  ４７０ L３５ 敂２９ 葺１ ２５０ %１ １２６ m
　佛山市 ３  １９８ L１７６ 敂１７０ 葺８０ ７０３ %３７ ７９８ m
　江门市 １  １５ L１５ 敂１５ 葺７ ０００ %２ ４５０ m
　湛江市 ２  ３３５ L２６７ 敂２２５ 葺５ ４３０ %５ ３８８ m
　茂名市 １  ９ L９ 敂７ 葺５０ %５０ m
东莞市 １  ６０ L３８ 敂３８ 葺６ ８９７ %４ ９８９ m

　表 ８ ２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项 　 　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人）

科技活动
人员 科学家

和工程师

科技经费
筹集额

（千元）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总计 １７  ３ １７１ L１ ６０３ 敂１ ３１５ 葺２９９ １８７ %１２８ ５７８ m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察业

１６  ３ ０９７ L１ ５９０ 敂１ ３０４ 葺２９９ １７７ %１２８ ５６８ m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６  ３１８ L２７０ 敂２６２ 葺２２７ １００ %５３ １０１ m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１０  ２ ７７９ L１ ３２０ 敂１ ０４２ 葺７２ ０７７ %７５ ４６７ m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  ７４ L１３ 敂１１ 葺１０ %１０ m
　卫生 １  ７４ L１３ 敂１１ 葺１０ %１０ m

　表 ８ ３ 　按单位类型分布

项 　 　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人）

科技活动
人员 科学家

和工程师

科技经费
筹集额

（千元）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总 　计 １７  ３ １７１ L１ ６０３ 敂１ ３１５ 葺２９９ １８７ %１２８ ５７８ m
非国有 、非企业研究机构 ２  １４８ L１２８ 敂１２２ 葺７４ ７０３ %３６ ５３０ m
技术监督 、检测类单位 ４  ７８０ L２７５ 敂２５９ 葺７ １６４ %７ ０４０ m
企业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２  ７５ L５３ 敂５３ 葺１３ ８９７ %７ ４３９ m
国有事业单位 ７  １ １３６ L８４５ 敂６００ 葺１９０ ５６５ %６０ ９６３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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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广东科技记事

１月 ４日

省科技厅被科技部评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优秀组织单位 。

１月 １０日

省科技厅被科技部授予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先进集体 ，刘庆茂 、叶毓峰被评为先进个人 。

１月 ２１日

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广东科技合作交流活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上 ，谢明权厅长介绍了广东省科

技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存在问题及开展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情况 。会议代表分别到广州 、深圳 、佛山 、

东莞等地参观了高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 。

２月 １５日

佛山市张槎街道办事处举行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挂牌仪式 。

２月 ２１日

由中宣部 、科技部共同组织的自主创新报告团在省委党校礼堂举行自主创新报告会 。

２月 ２２日

阳江市江城区城西高级职业中学被批准为省级星火培训基地 。

２月 ２８日

法国经济 、财政与工业部工业策略总局国际事务司司长 Etienne Coffin先生一行到省科技厅访问 。

３月 ６日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

３月 l６日
·全省科技行政管理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广东大厦召开 。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建立广东科技人才基地 （东莞） 。

３月 ２０日

印发 枟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政务公开管理办法枠 。

３月 ２６日

第二届广东省农产品加工技术研讨会在广州花都宝桑园生态农业示范园召开 。会议总结 “十五”

期间广东省农产品加工技术的新成果 、新技术和新经验 ，研讨 “十一五” 期间本省农产品加工科技

创新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 。

３月 ２７日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会议在广东迎宾馆召开 。

３月 ２９日

·在广东大厦召开的全省重点项目工作会议上 ，省科技厅被省政府表彰为 ２００５年度全省重点项

目工作先进单位 。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 ２００６年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广州召开 。

４月 ４日

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等 ８家企业被批准组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列入 ２００６年广东

７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科技记事



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组建计划 。

４月 ７― ８日

由民建中央 、科学技术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并由广东省风险投资

促进会与广东省科技厅等 ８个单位联合承办的第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深圳市召开 。

４月 ９― １６日

省科技厅与团省委联合举办的全省 “信息直通车” 行动第一期信息员培训班在广州开课 。

４月 １０日

广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揭牌仪式暨成立大会在广东科学馆大院举行 。

４月 １３日

印发 枟广东省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枠 。

４月 ２１日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被批准为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４月 ２４日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上 ，征求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贸委 、省教育厅

等部门对 枟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 （征求意见

稿）枠 的意见 。

·省科技厅密码通信网络安全小组成立 。

４月 ２６日

省政府决定成立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 ，谢明权厅长 、李兴华副厅长任小组成

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 ，负责日常工作 ，谢明权厅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李兴华

副厅长和教育部挂任省教育厅副厅长 、教育部科技司雷朝滋副司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

４月 ２７日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由宋海副省长

主持 。会上 ，宣布成立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 ，审议了 枟广东省 、教育部关于加强

产学研合作 ，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 （送审稿）枠 枟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工

作制度 （送审稿）枠 枟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工作计划 （送审稿）枠 等 ，

黄华华省长作了重要讲话 ，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 、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分别代表教育部和科技部作了

发言 。领导小组组长黄华华省长 ，副组长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 、科技部尚勇副部长 ，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谢明权厅长 ，副主任李兴华副厅长以及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

５月 ８日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科技领事薄乃觉先生 （Mr畅Nigel Birch） 一行到省科技厅访问 。

５月 １１― １２日

省科技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在广西梧州召开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研讨会 。

会议交流建设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的经验 ，讨论了广东广西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构想 ，两省区

科技厅在建设区域 、建设原则 、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单位 、建设计划等六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

并签订了建设 枟广东广西西江流域林产化工星火技术产业带枠 和 枟广东广西沿海水产星火技术产业

带建设枠 的合作备忘录 。

５月 １２日

英国政策研究组织 （DEMOS） 科学与创新处处长詹姆士 ·威尔斯顿博士 （Dr畅 James Wilsdon）
一行到省科技厅访问 。

５月 １６日

·印度工商联合会长驻代表瑞安先生 （Mr畅Ravi Mukherjee） 一行到广东国际科技合作协会访问 。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兼技术贸易专员叶慕雅女士与科技厅领导共同商讨了加强科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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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的有关事宜 。

５月 １８日

·由省科技厅与省信息产业厅 、省外经贸厅 、广州市政府 、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天河软件园和香

港新华科技集团联合主办的广东软件出口委员会成立典礼暨 ２００６中国 （广州）软件出口国际高峰会

在广州国际科贸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 。会上 ，与会各方共同探讨了广东省软件外包和软件出口的思

路和策略 ，广东软件出口委员分别会与美国 、日本 、印度 、以色列签署软件行业协会合作等方面的

４个战略合作协议 。

· “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通过科技部基础司组织专家组的论证 。

５月 １９日

·对江门市荣信电路板有限公司等 １９家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限期 １年整改 。

·江门建生电讯有限公司等 ３５家企业被取消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

５月 ２２日

成立广东省科技信息中心 ，负责科技信息网络建设与管理 ，承担科技信息与科技音像服务工作 ，

规划厅机关电子政务建设并组织实施 。

５月 ２４日

广东省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等 ７９９家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被确认考核合格 。

５月 ２５日

２５日至 ２６日 ，芬兰贸易与工业部常务秘书艾瑞克 ·瓦提纳 （Erkki Virtanen） 率领芬兰科技代
表团一行访问广东 。

５月 ２９日

省科技厅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在珠三角 ４个城市共同主办的 “粤港科技创新研

发平台联合巡回推介活动 ———香港研发中心计划” 首个活动在广州揭幕 。这项巡回推介活动包含介

绍会及科技和商业配对会 ，旨在推介由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六所研发中心的工作及服务 。

６月 ６― ９日

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 ，省科技厅和省教育厅联合组成广东

省经贸合作代表团科教分团参加洽谈会 。会上科教分团签订合作项目 １６个 ，投资金额约 ８８０万元人

民币 。

６月 ８日

·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创新及科学部助理副部长麦 ·王先生 （Mel Wong） 为团长的加拿大
阿尔伯塔省科技代表团一行到省科技厅访问 。

·省科技厅与团省委在肇庆市四会联合举办农村科技 “信息直通车” 广东青年服务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行动工作推进会 。

６月 ９日

广东省果品星火技术产业带联席会议在肇庆召开 。

６月 １３日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周年总结会议在广州召开 。

·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１０周年总结会议在广州召开 。

６月 １９日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地市科技局长自主创新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在广东科技职业学院开班 。

６月 ２２日

佛山市顺德区科技大会暨华南家电研究院奠基仪式在佛山市举行 。

７月 ３― ４日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工作座谈会在广东迎宾馆召开 。省科技厅相关领导及来自清华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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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５１所重点高校 ，各地市科技局 、高新技术开发区 、部分民营科技园 ，美的 、 TCL通讯等 ４２家企

业共 ２５０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７月 ６日

由广东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 、广东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 、广州博士科技交流中心 、广州博士

俱乐部联合主办的 “２００６年广东专业镇建设博士论坛” 在广州博士俱乐部召开 。

７月 ７日

由省科技厅和广东省信息产业厅联合主办 、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制造信息化分会承办的第四届

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论坛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 。

７月 １１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兰州政府投资发展局的代表一行到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协会访问 。

７月 １２日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 等 ３家企业被确认为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高乐玩具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家企业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

７月 １８日

· ２００５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广州召开 。

·全省加快发展专业镇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

７月 １９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在珠岛宾馆召开 。

７月 ２０日

省政府在广东大厦召开全省知识产权工作会议暨广东省重奖中国专利获奖单位奖励大会 。

７月 ２９日

中山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估认定会召开 。

８月 ７日

省科技厅张明副厅长 、刘庆茂助理巡视员参加北京科技大学在南沙资讯园举行的 “北京 —香港

科大联合研究中心” 揭牌典礼 。

８月 ９日

·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新闻发布会在广东迎宾馆召开 。

·确认广东亿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４家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取消广东亿龙电器制品有限公

司等 ４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

·认定四会玉器设计与制造基地为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

９月 ６日

·国家基金委 —广东省政府联合基金第一次管委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

·东平镇等 ９个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

９月 ７日

潮州市神奇果园 、东莞市绿色世界旅游区被取消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资格 。

９月 ８日

广州市科技局 、广州软件办和越秀区政府在合润广场举行的 “广州创意产业园” 挂牌仪式 。

９月 １０日

云浮市云安硫化工特色产业基地和新兴畜禽生物制品特色产业基地被认定为广东省火炬计划特

色产业基地 。

９月 １１― １２日

全省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 。

９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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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县 （市 、区） 科技局局长研修班在广东省科技职业学院开班 。

９月 １３日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等 １３９家企业被认定为 ２００６年第二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

９月 １４日

·李兴华副厅长主持召开产学研办公室第一次会议 ，会议宣布产学研处室正式成立 。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 ２００６年第二次联络员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上 ， 枟泛珠三角区

域科技创新合作 “十一五” 专项规划枠 中 １２个专项牵头单位作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讨论了 枟泛珠三

角区域科技项目联合招标工作方案枠 。

９月 １５日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开标会在广东国际科技中心召开 。

９月 １９日

公布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等 ５９家单位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通过年检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等 ６家单位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失效 。

９月 ２０日

茂名市广东康尔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 ７家企业被确认为高新技术企业 ，电白县康尔美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等 ７家企业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

９月 ２１日

省科技厅与中国发明协会 、省知识产权局和东莞市政府等单位在东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联合举

办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暨 ０６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 。

９月 ２２― ２３日

２００６年东莞市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东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

学等 ３５所大学与 ５０家东莞企业对 ６３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

９月 ２８― ２９日

省科技厅与省部产学研办公室 、汕头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在汕头市联合主办粤东

新材料技术成果洽谈会 。

１０月 １４日

省科技厅与省部产学研办公室 、深圳市科技局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在深圳联合召开产学研合

作与科技创新孵化研讨会 。来自清华大学等 １６所高校的代表以及部分创业投资机构 、高新技术企业

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

１０月 １７日

第八届中国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在东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

１０月 １８日

第七期 “西藏地区科技管理干部培训班” 在广东省科技职业学院开班 ，来自西藏自治区的 ２０名

科技管理干部参加了学习 。

１０月 ２０日

第三届中国 （云浮） 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开幕 。

１０月 ２５日

·省级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 挂牌 。

·省科技厅获 “２００５年度火炬计划统计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

１０月 ３１日― １１月 ４日

第三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先进适用技术暨中国星火计划 ２０周年成果展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 。省

科技厅组织了 ３５个项目参展 ，有 ２５个项目荣获优秀参展项目奖 ，省科技厅荣获优秀组织奖 。

１１月 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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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授牌暨 “广钢集团 －北京科技大学联合研发中心” 成立仪式在广钢集团

举行 。

１１月 ６日

·潮州市饶平县新丰镇等 １０个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等 ７个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

１１月 ７日

广州福托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１９４家企业被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广东泰鸿科技有限

公司等 ６家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被同意更名 。

１１月 ９日

省科技厅与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主办的 “２００６年东方科技论坛 ———中英青年科学家网

络” 会议在长隆酒店召开 。

１１月 １６日

·由广东省科协与省科技厅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广东省科协学术活动周开幕式暨广东科协论坛第

十一场专题报告会在广东省委党校文体中心二楼报告厅举行 。

·中南地区六省七市科技厅 （局） 长联席会议在广东大厦召开 。会上 ，各省 、市科技厅 （局）

长介绍了各自省 、市的概况和科技现状 ，就共同关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

科技部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吴忠泽 ，科技部副秘书长王志学 ，来自广东 、广西 、海南 、湖南 、湖北 、

河南 、广州 、深圳 、南宁 、海口 、长沙 、武汉 、郑州的科技厅 、局长参加了会议 。

１１月 １６― １７日

广东省第四届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在梅州市举行 。省科技厅

与教育厅联合组织 １６个科研院所和 １０所高校组成科教分团与会 。在本届签约会上 ，科教分团签约

项目共 １９个 ，签约金额达 ４畅５６亿元人民币 。

１１月 ２０日

省经贸委在广州锦汉展览中心举行的广东省 “十五” 期间产业技术进步成果展开幕 。

１１月 ２２日

“华中科技大学模具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心” 揭牌 。

１１月 ２７日

·由科技部主办 、省科技厅和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承办的 “科技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专题研究班” 在广州开班 。来自全国 ３０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６０名学员

参加了培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珠岛宾馆共同召开 “国家基金委 －广东省

人民政府联合基金新闻发布会” 。

１１月 ２８日

广东省首个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达力实习基地”在广州科学城揭牌 。

１１月 ２９日

· 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公共实验室建设工作交流会在广州召开 。

·中山市南朗镇等 ７个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

１２月 ２日

由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联合举行的 “２００６年粤琼科技合作论坛” 在

海南省海口市召开 。

１２月 ６日

·广州天河软件园管委会在天河软件园高唐新建区举行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天河软件园高唐新

建区七项建设工程动工典礼 。

２１４ 附 　 　录



·广东软件科学园与 IBM 中国区政府公众事业部在花园酒店举行 “共建广州 IBM 软件创新中
心” 协议签约仪式 。

１２月 ７日

广州福托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１９４家企业被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

１２月 １１日

·广东省钢铁研究所等 １１家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被确认考核合格 。

·全省第一次科技装备动员干部集训班在省军区装备部培训中心开班 。

１２月 １２日

韶关市恒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取消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

１２月 １３日

“泛珠三角” 区域科技合作第五次联席会议在南昌市召开 。会议总结了 “泛珠三角” 区域科技合

作第四次联席会议以来 ，“９ ＋ ２” 开展科技创新交流和合作取得的成效 ，讨论确定了 ２００７年开展的

主要工作内容 ，并确定云南省科技厅作为第六次 “泛珠三角” 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主席 ，第六次

联席会议于 ２００７年在云南召开 。“９ ＋ ２”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共 ３０余人出席会议 。

１２月 １４日

华南理工大学与大同机械集团 （香港） 战略联盟签约仪式在东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

１２月 １８日

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等 ２６家企业被同意组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１２月 １９日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等 ９个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

１２月 ２１日

湛江粤海饲料有限公司等 １３家广东省 “两个密集型” 企业被确认复核合格 。

１２月 ２５日

东莞明鑫电子有限公司等 ８６家企业被认定为 ２００６年第三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

１２月 ２８日

省科技厅与省发展改革委等六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广东省第一批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 ，确认了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５０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建立了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

１２月 ３０日

在东莞科技馆开馆周年纪念活动上 ，省科技厅授予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 牌匾 。

３１４２００６年广东科技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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