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的

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环保作为调整优化结构、推动科学发

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强化措施，切实推动经济增长向主要

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摘自《2012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强化成果转化
培养核心竞争力

□ 柳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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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

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首批 91 家创新型企业之一。
目前已经搭建高速动车组、普通铁路客车、城铁客车三大系列产品平台，累计
研发 200 多种铁路客车，开发 50 余种城轨车，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
两个高速动车组系列平台，试制了 3 种磁浮车，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填补了国
内上百项空白。长客股份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高速列车系统集成国
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高
速轮轨铁路引进等多项国家重点项目，完成国家、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 100 余
项，获奖成果 22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一汽公司从培育自主研发的体系能力、做强技术中心入手，使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具有了坚实的根基。“十五”、“十一五”期间，一汽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220.9 亿元，形成了商用车全系列和经济型轿车、中级轿车和高级轿车的自主
开发、试验、试制能力。完成了经济型轿车发动机、中重型卡车发动机和变速
箱的开发，掌握了发动机等关键总成和混合动力等 229 项核心技术。曾荣获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唯一特等奖、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和吉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老工业基地吉林省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正

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也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

为突破重点领域核心技术，解决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问题，吉林省从 2009

年起启动实施了“双十”工程，即每年支持 10 个

重大创新成果转化项目、10 个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具有市场潜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重大科技项目的带动

下，培养造就了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形成了一批

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生物

医药、新材料等多个高技术产业群。其中，汽车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吉林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目前，吉林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还面临着

诸多挑战，需要在高技术人才吸引与培养、促进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以及创新环境打造等方面同

时发力，重视发展新兴产业，系统构建良好的创

新生态系统，以实现吉林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持

续提升。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与战略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

▷ 1月，吉林省8项成果获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

▷ 1月，吉林省汽车内饰系统工
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 3月，吉林省和中国农大签署科
技战略合作协议。

▷ 3月，吉林省医药产业首破千
亿元。

▷ 5月，吉林省松原农业高新技术
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 9月，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升
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 9月，2012中国吉林国际人参
大会召开。

▷ 10月，中科院与吉林省共建国
家重大科技创新基地。

▷ 10月，吉林玉米丰产科技工程
再创高产纪录。

▷ 11月，吉林省出台了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
意见。

李瑞光

“把创新要素集中到企业以
后要干什么，我认为首先要把
技术扎扎实实做成产品，只有
产品打向市场占领市场，企业
才有后劲。创新决定企业发
展，质量决定企业生存，企业如
果不重视质量，就无法生存。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创始人、博士生导师。他有 9 项成
果获科技进步奖，3 项成果产品化后获
国 际 性 展 会 大 奖 ； 获 得 24 项 国 家 专
利，有二项发明专利获中国优秀专利
奖。他带领希达电子，积极开展科技成
果转化，近 3 年来累计实现利润 2573
万元，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王瑞光

“ 把创新要素集中到企业
以后要干什么，我认为首先
要把技术扎扎实实做成产

品，只有产品推向市场占领市场，企业
才有后劲。创新决定企业发展，质量
决定企业生存，企业如果不重视质量，
就无法生存。

长春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合成树脂
与特种纤维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他与吉林石化公司组成产学研联合体，
突破了 T300 碳纤维关键技术，重点解
决了碳纤维的线密度和性能指标离散大
等 3 个影响碳纤维使用的关键技术难
题，实现该产品的产业化。已形成了年
产 150吨碳纤维产能。

张明耀

“最初到吉化搞碳纤维的最初到吉化搞碳纤维的
时候时候，，我对这种新材料也不我对这种新材料也不
了解了解，，属于边学边干属于边学边干，，但有一但有一

点我很清楚点我很清楚，，碳纤维的研发及产业化碳纤维的研发及产业化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因为碳纤维对我因为碳纤维对我
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都具有十分重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都具有十分重
大的战略意义大的战略意义。。

哈大高铁所采用的动车组由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研制哈大高铁所采用的动车组由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研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年来，吉林省把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在加
快吉林振兴的进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与
引领作用,区域创新能力、科技进步水平、高
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2011 年，吉林区域创新能力从第 21 位
上升到第 16 位，是全国上升速度最快的省
份之一。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1 年，吉林省全社会研发经费继续稳

步增长，达到 891338 万元；全社会研发经费
强度 0.84%（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为 0.84：100）。2012 年，预计全社会研发
强度 0.89%。（表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1 年，吉林省全社会研发人员全时当

量为 4.4815万人年。（表2）
3、专利授权量
2011 年吉林省国内专利申请量 8196 件，

授权量 4921 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27.2%和
13.3%。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3334 件，授权
量 1202件，分别增长 19.6%和 53.1%。（表3）

截至 2012年 10月底，吉林省专利申请量
7174 件，发明专利申请量 3049 件；发明专利
授权量 4660 件，发明 1317 件；有效发明专利
4728件，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7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截至 2011 年底，吉林省获批国家科技部

科技计划项目 340项，项目资金 7.3亿元。
2、科技创新平台
近年来吉林省探索搭建全方位科技平

台，先后建设了 10 个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
地、9 个院士工作站、6 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和一批大学科技园；先后组建了一汽集
团院士工作站、辽源四环汽车零部件院士工
作站等 9 个院士工作站；建立了汽车零部件、
医药等公共研发平台；组建了人参、动漫等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立了 9 家国家级和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表4）

3、政策保障
吉林省制定和发布了“吉林省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
见”。吉林省从 2009 年起启动实施了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的“双十”工程，即每年支持 10 个

重大创新成果转化项目、10 个重大科技攻关
项目，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具有市场
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吉林省“双十”工程引导和诸多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推动下，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现已初步形成了新
能源汽车、汽车电子、新材料等多个高技术产
业群和 245家高新技术企业。

碳纤维、汽车电子等 4 个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全部通过科技部 2012 年度基
地复核。目前，吉林碳纤维基地碳纤维原丝
生产能力已达 1900 吨/年，碳纤维生产能力
345 吨/年，碳纤维制品 20 吨/年。长春光电
子基地已形成光电显示和固体照明、光机电
精密设备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长春汽车电
子基地已初步形成以动力控制、车载电子、嵌

入式软件为主导产品，以启明公司为龙头，一
大批中小企业为配套的汽车电子产业集群。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十一五”期间，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

程”吉林示范区连续四年创造了雨养条件下
我国春玉米亩产超吨粮纪录；“十二五”以来，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吉林示范区重点开
展了黑土区合理耕层构建技术、可降解地膜
研制与推广应用、化控降株高增密防倒技术
等关键技术研究，并在集成示范研究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2011 年在吉林省 10 个县（市）共
建设攻关田 0.11 万亩，平均增产 27.62%；建
设核心区 1.17 万亩、建设示范区 103.6 万亩、
建设辐射区 1007.56 万亩，三区共增产 64.48
万吨。

今年 10 月，吉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省
农科院承担的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乾安
县赞字乡父字村 2 公顷超高产田进行了测
产，平均亩产达到 1034.1公斤，最高亩产达到

1041.94 公斤，在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区创造了
亩产超吨粮的历史纪录。

3、民生科技领域
吉林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吉林省

民生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
持。绿色能源实际应用能力显著提高。玉米秸
秆燃料产业化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研制开发已
实现了燃气—发电—供热联产一体化，产品
不仅可作为民用燃气、工业用气、供热用气，
而且还可作为车用燃料。相关科技成果已开
展了具体示范应用，2012 年还将实施建设年
产 1000万立方米的生物质燃气工程。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1 年，吉林省共签订技术合同 3072

份，实现合同成交额 26.26亿元。（表5）
5、每万元GDP能耗
2011 年，吉林省每万元 GDP 能耗为 0.92

吨标准煤。（表6）
(以上数据由吉林省科技厅提供)

重大科技项目带动产业升级重大科技项目带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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