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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是辽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的开局之年，全
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坚持把科技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着力
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推
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幅度提升
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为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全
面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辽宁省全社会研发经费由 2007 年的

165.4 亿元增至 2012 年的 390.9 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1.57%。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辽宁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总数增速

明显，从 2007年的 7.7万人年增至 2012 年
的 8.7万人年。

3、专利授权量
辽宁省专利授权量由 2007 年的 9614

件增至 2012 年的 21216 件。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 3.06件。

4、科技论文数
2012年，辽宁省国内科技论文数20215

篇；国际科学论文数（SCI收录）7677篇。
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增加

值自 2007 年的 1475.3 亿元增至 2012 年
的 4733.3 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2007 年的 13.2%上
升至 2012年的 19.1%。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围绕开发国际级高端装备产品，启动
实施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创新重大专项
项目 17 个，目前已突破关键技术 30 项，开
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六轴 50Kg 机器人等
原理样机 12台、关键部件 5个。

围绕促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和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首台（套）重点项
目 26 项，其中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实
现国际首创。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依托企业建立国家级研发机构 80 个、

省级研发机构 1000 多个，组建沈鼓研究
院等技术联合实体 12 个，创建中小企业共
性技术服务平台 131个。

目前，辽宁省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6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 个，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 30 家，省级产业技
术创新试点联盟达到 34个。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3 年，辽宁拥有国家级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 14 家。引进国际先进适用技术
173 项，引进海外研发人员 600 余人，培养
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700 余人，开发具有世界前沿技术水平或
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品 91个。

4、政策保障
2012 年，辽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

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不断加大科技
投入，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健全考核评价制
度，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2012年辽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101.2亿
元，同比增长16.1%，是2007年的2.61倍。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辽宁省高新区形成软件、电子信

息等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 13 个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达 到 1320
家。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稳定增长，成为带
动辽宁省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产业和产品

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坚力量。
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两大领域增长最快，实现产品增加值
分别比上年增长 57.7%和 58.8%；光机电
一体化、其他高技术产品、新材料实现产
品 增 加 值 比 上 年 增 长 24.7% 、14.1% 和
10.3%。

攻克了人造理石床身制造及精度面复
印技术等 100项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
高速高精度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和 24 个重
大技术装备产品。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3年新派出省级科技特派团和特派

组48个，累计培养农民技术员14000人，实
现了每村1名农民技术员的目标。

深入开展农业种子创新工程，共审定主要
农作物新品种60个，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
以上。攻克农业重大关键技术20项。

铁岭农业科技园区获批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总数达到 6 个，居全国第一。鞍山
市、铁岭市以及沈阳东陵区、清原满族自治
县等 22 个县（市、区）分别获得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市称号。

3、民生科技领域
针对辽宁地方病高发区开展了综合干预

研究与治疗，在新民、建平、阜新等区域性疾
病高发地区取得成效，使近100万人受益。

围绕恶性肿瘤、心血管病等 12 个重大
疾病领域，批建 33 个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初步构建了多学科、多领域的疾病协同研
究网络。

实施了辽宁省健康科技 2020 行动和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等科技示范工程，
建立了阜新农村地区高血压综合防治等科
技示范基地，数十万人民群众受益。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2 年，辽宁技术市场成交各类技术

合同 14676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230.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4.5%。

（以上数据由辽宁省科技厅提供）

今后五年，辽宁省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3%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20%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并
驾齐驱，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工业经济新格局。

——摘自辽宁省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 1 月，特变电工沈变集团的

“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
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

□ 4月，渤海大学粮油科学与技
术研究所主持完成的“全谷物杂粮方
便食品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
项目通过鉴定，填补国内空白。

□ 6月，辽宁省抚顺石化成功研
制出国内首个便携式硫化氢报警器。

□ 6月，2013中国海外学子创业
周在大连举办。

□ 7月，中国锦州农业科技博览
会暨第十七届中国(锦州)北方农业新
品种新技术展销会在锦州举行。

□ 9月，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辽宁赛区）暨“华晨杯”第一届辽宁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在沈阳
举行。

□ 11月，大连硅展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iNPOFi可折叠无线充
电器”获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展会创
新大奖，成为近5年唯一获得该奖项
的中国产品。

□ 11月，中国北车大连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蓄电池充电控制
方法”获第15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 12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合作开
发的“汽油固定床超深度催化吸附脱硫
组合技术”通过鉴定，填补国内空白。

□ 12月，辽宁省阜新高新技术
开发区获批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整理 科技新闻部编辑组编辑

在关锡友的带领下，沈阳机床集团经济规模连续 10 年保持快速增长，行
业排名已位列世界第一。通过组建数控系统攻关团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
控机床产业创新联盟，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社会化、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模式，
攻克了一系列数控系统关键技术，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数控系
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凤凰涅槃 创新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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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核心

竞争力的根本，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真

正实现‘有质量增长，可持续发展’。”

吴厚刚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在吴厚刚的带领下，獐子岛集团在国内首创并建成了规模最大的“生
态、低碳、可持续”的现代海洋牧场。依托“产学研”平台进行种质创制，研发
了“大连一号”、“海大金贝”等一批水产新品种；实施“市场化、工业化、信息
化、国际化”战略，将传统渔业企业升级转型为现代化海洋食品企业，并在工
艺标准、设备技术、冷链物流等方面积极创新，从而保证产品从产地到餐桌
的食品安全，引领产业健康发展。

“没有核心技术，中国装备制造业就要

永远受制于人。搞自主创新只能靠自己，我

们再不争气，就没希望了。不能永远替别人

打工。”

关锡友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①辽河油田装备制造公司。②辽宁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的国际新药筛选与毒性评价服务中心。③辽宁大连獐子岛渔业的

优质海珍育苗实验室。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经

济结构层次较低、经济效益不高。多

年来，辽宁在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政策的推动下，通过加强科技创新

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在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都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都

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

2013 年，辽宁启动实施高端装备

制造业科技创新重大专项工作，提升

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和规模化，

在柴油机高压共轨、船用柴油机曲轴、

精密轴承等方面都取得突破；积极推

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引导产业集聚发

展，通过促进产学研合作、企业并购

等，突破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基础

瓶颈。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辽宁仍然

存在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装备智能化

水平低，产业链高端缺位等问题。辽

宁可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

促进科技成果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的应

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

企业显著提升产业创新水平和产业竞

争力，为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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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科技创新

振兴老工业基地
□ 陈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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