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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环经济、生态

经济、特色经济为重

点，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拿出切实可行的

“路线图”、“时间表”、

“计划书”，努力形成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用相结合，

符合青海实际、充分开

放、充满活力的区域科

技创新体系。未来五

年，全省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

到50%以上，综合科技

实力要达到西部平均

水平以上。

——摘自2013年
青海省科技创新大会

2012 年，青海省科技工作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创新环境，集成
科技资源，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支撑引
领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力推
产业集群和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科技园区转型和发展，激发企业科技
攻关的积极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提
高绿色发展水平。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2 年 ，青 海 省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131228 万元，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为 0.69%。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2年，青海省全社会研发折合全时人

员数 5181 人年，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25.24人。

3、专利申请量
2012 年，青海省专利授权量为 527 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01件，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0.516件。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青海省科技论文发表数为

4446 篇，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收录的青海
省科技论文数 197 篇。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2 年，青海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

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7.86%。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 年，青海获得国家支持项目 185

项。截至 2013 年 11 月，青海获得国家支
持项目 180 项，获国家资助经费 88096 万

元，其中：重大科技专项 1 项，863 计划项
目 1 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 项，金太阳
示范工程项目 10 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项目 6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59 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3 年，新认定 13 家省级重点实验

室、14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家科普
教育基地。截至目前，已建立了包括国家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
在内的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 20 个。认定
56 个高新技术企业、115 家科技型企业、28
家创新型企业等企业创新平台。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3年，青海国际合作取得明显进展，

形成了以沼气净化技术示范、三江源湿地
系统为主的重点实施项目 2项；以盐湖资源
综合开发、高原医学合作为主的联合研究
及交流活动 2项。

继续实施好“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
划，举办“青海省县（市、区）领导干部科技
创新与区域战略培训班”，培训县处级领导
干部 41名。

4、政策保障
青海先后出台了《青海省科学技术进

步条例》、《青海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管
理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印发了《青海
省省级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构建
和完善了青海省科技发展的政策体系，对
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服
务功能。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截至 2013 年 9 月，青海高新技术企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 251.21 亿元、工业增加值

72.37 亿 元 ，分 别 比 2012 年 全 年 增 长
45.71%和13.43%。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
值占同期全省GDP的比重达到了17.54%。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目前，青海已建立县级综合信息服务

大厅 27 个、村级信息服务站 717 个，培训农
牧民信息员 15000 多名，基本覆盖了青海
省农业县。农牧业科技信息服务工作在服
务青海省“三农”方面开始显现成效。

实施种子工程和重点技术项目都取得
了良好效果，建立麦类新品种繁殖田 4.5 万
亩，优质豆类原种繁殖田 13000 亩，引进 55
个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

3、民生科技领域
《三江源脆弱生态系统修复》项目，实

现了三江源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估监测，研
发了不同类型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技术模
式，建立了植被恢复示范区 4 个，总面积
1000多公顷。

开展《重建社会主义新玉树科技引领
行动》，研发与集成了寒区节能蔬菜温室周
年 生 产 等 13 项 技 术 ，建 成 了 国 内 首 个
60kWp 双模式光伏示范电站，国内第一高
海拔 500 立方米大型沼气工程，实现了双
模式光伏系统设计集成技术在国内的首次
实践应用。

推进藏药现代化，开发了 10 余种新
药、国家重点新产品 5 个，藏药企业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2 年，青海实现各类技术合同成交

额 21.06 亿元，同比增长 24.69%，实现技术
交易额达 6.23 亿元。2013 年，青海实现各
类技术合同成交额 26.53 亿元，同比增长
25.97%，实现技术交易额达 7.2亿元。

5、每万元GDP能耗
2012 年 ，青 海 省 每 万 元 GDP 能 耗

2.35 吨标煤。
(以上数据由青海省科技厅提供)

优化环境 绿色增长

□ 1月，青海首个专利成功获得交通银

行青海分行300万元专利质押贷款，是青海

企业首次通过专利质押获得的银行贷款。

我国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编纂工程——

《藏医药大典》首次按照时代编年、学科类

别、医药内容，对所选藏医药文献进行了科

学分类。

□ 4月，青海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吴天一

获得2012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 5月，玉树代格村实施的清洁型经济

型能源体系、循环发展的高寒农牧业生产体

系等技术集成与示范的成果和成效成为北京

第16届科博会亮点。

□ 7月，青海华控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成立

□ 10月，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兼总工程师李小松，金诃藏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青海大学藏医学院院长艾措千

两位专家获2013年度何梁何利科技奖。

□ 11月，青海“固体钾矿的浸泡式溶解

转化方法”获国家第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 12月，世界最大离网光伏电站在青

海玉树曲麻莱县建成并试运行。青海第一

个风险投资机构青海国科创业投资基金正

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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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兴教授主要从事网络优化和
复杂动态网络研究工作，在超图理论、
图的着色和多项式及分子图的拓扑指
标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决了国
际上一些著名学者在国际重要刊物上
提出的一些问题和猜测。主持完成的
藏文信息中心，形成了“网络优化与藏
文信息安全和超图结构及关系数据库
理论”研究团队，现已培养各类硕士博
士研究生 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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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多人少，自然资源丰富，

科技资源贫乏。作为我国重要的生

态保护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绿

色增长，对青海未来的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青海利用有限的科技

实力，积极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高

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快速增长，

形成了依托资源特色的电力、石油

天然气、盐湖化工、有色金属等优势

产业，并通过推进实施“123”科技支

撑工程、“1020”生态农牧业科技支

撑工程及节能减排、制造业信息化

等科技重大专项，显著提升了科技

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青海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

态环境，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既要较

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能够对

生态环境进行良好的保护和治理的

双重任务，这就要求青海在现有资

源开发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内外部创新成

果，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

益，在科技创新基础上打造区域特

色和优势产业。

（作者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利用创新成果

打造优势产业
□ 陈宝明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专家点评

李 刚

青海省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康普生物在天然植物有效成分分
离、分子修饰、酶应用等现代生物技术
领域取得一系列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
创新成果 38 项；研发的生物酶法在沙
棘叶黄酮生物转化中，提供了廉价的
中间体，改变了“心达康”等心血管植
物提取类药物价格偏高的状况，给青
海地方特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2012 年，康普生物省外市场销售
额同期增长 38%，远高于整体收入增
长水平。

“只有通过创新形成的竞争力，才

不易被模仿和超越，难以被对手突破，

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
与创新团队”负责人

赵海兴

“青海需要人才，每一个高层次的

人才在青海都可以拥有广阔的天地，

希望更多的人才能到青海，来青海创

造事业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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