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理位置

独特，外向型经济发展特点突出。近年

来，福建着力加强企业和科研院所创新

能力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2013年，全省 GDP 首次突破 2万亿元。

福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一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通过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农业育种、

文化创意等产业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海

洋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1/4 以上，科技

资源向高新区集聚，科技金融工作取得

成效，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科

技型企业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初步

建立。

面向未来，福建可进一步增强科技创

新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以加快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发挥高新区在科

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载体作用，引

领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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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福建省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变发
展方式的核心动力和根本支撑，紧紧围绕“科
技创新：驱动经济、服务民生”的宗旨，引导全
省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创新创造，把成果写在
田间地头、车间和市场上，让科研成果真正创
造出价值，从而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和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再迈新步。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业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2 年 ，福 建 省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达

270.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3%，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达 1.38%，比 2011 年提高 0.12 个
百分点。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2 年，福建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11.45 万人，每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折合全时当为 45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012 年，福建省专利申请授权 30461 件，

增长 39.4%，其中发明专利 2977 件，增幅达
53.1%。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福建全省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2.087件。

4、科技论文数
2011 年 ，福 建 全 年 发 表 科 技 论 文 数

27405 篇 ；2012 年 发 表 的 科 技 论 文 数 达
28798篇。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2 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

万 亿 元 ，达 10331.50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5.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726.67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3.8%，比上年增加
0.6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18.7%。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福建省启动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 20 个，

比上年增加 11 个。2013 年，全省新立项国家
科技项目 1288 项，“南方红壤水土流失治理
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5个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闽西客家和红色双重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与文化旅游综合服务”等 3个项目列入国
家支撑文化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全省重大科
技成果落地转化 350多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新增 70 个省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1 个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目前，福建省
已建立 88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拥有国家级独
立科研院所 3 个、省属独立科研院所 55 个，国
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56 个、工程实验室 14
个，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3个、工
程研究中心 18 个，生产力促进中心 101 个，科
技企业孵化器 29 家，企业技术中心 264 个，形
成了比较完整的科技平台支撑体系。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2年，福建省6个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和团队列入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在闽
工作的两院院士增至 18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 79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64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
才57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337人。

2013年，福建省深化对外科技合作，共对
接项目 100 多项，签约金额达 30 亿元；与德
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拓展科技合作；不
断深化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颁布并实施《闽
台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

4、政策保障
2012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关
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福建省科技型企业备案办
法（试行）》、《福建省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非上市企业改制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促
进创新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不断取得核心技术的

突破，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信息通信
方面，研发并试产成功全国第一枚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专网数字对讲机专用芯片；IAP
工业自动化通用技术平台突破了工业控制系
统跨平台组态等业界技术难题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拉动产业发展
的重要引擎。2012年，福州、厦门、泉州和莆田
4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2916.13亿元，占全省比重28.2%。安排
经费1.8亿元，启动302项科技项目，重点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截至 2013年 10月，全省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 1528 家，共有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904
家，涌现出了安踏集团、龙净环保、星网锐捷、
厦门钨业等一批创新能力突出、带动效应显
著的创新型企业。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福建省着力开展农业科技攻关，在水稻

育种、蔬菜生物技术应用、作物转基因抗虫研
究、水果与茶叶等特色优质品种选育等方面
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
果。2013 年培育新品种 39 个，研发新产品、
新装置 44 个，开发新技术、新工艺 43 项，制定
新标准 36 项，农业示范面积 9.5 万亩，推广面
积 160万亩，新增农业产量 71.8万吨。

建立了 39 个国家科技富民强县试点，37
个省级“一县一业”科技创新试点，培育壮大
了茶果、花卉、食用菌等星火区域性支柱产
业；科技特派员制度覆盖全省 8 个设区市的
77个县，建有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基地。

目前全省共有 4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
建 9 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和一批农业技术孵
化器，支持农民创业园发展。

3、民生科技领域
目前，福建省共建有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16 个，包括东山县、龙岩市、漳平市、惠安县、
厦门市思明区等 5 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在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创制、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等方面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药物和先进医疗器械；加强食品安全
领域核心技术、系统集成和重大装备研发，提
升食品安全科技保障水平。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2 年，福建全年共登记技术合同 5390

项，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51.3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37.7%。

5、每万元GDP能耗
2012 年，福建省每万元 GDP 能耗 0.607

吨标准煤，比上年减少 0.037 吨标准煤，下降
5.7%，降幅历年最大。

（以上数据由福建省科技厅提供）

□ 3月，新修订的《福建省科学

技术进步条例》正式施行。

□ 4月，省科技厅研究提出“科

技创新：驱动经济、服务民生”的工作

思路，努力为福建发展多作贡献。

□ 6月，省长苏树林在第十一

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上指出，

要把“6·18”打造成为集聚科技资源的

“虚拟”高新研究院，进一步实现成果

转化和展会市场化。

□ 9月，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福建赛区）暨首届福建创新创

业大赛在福州落下帷幕，全省42家

企业和团队分获大赛一、二、三等奖

和优胜奖。

□ 12月，科技部批准建设福建

宁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福建泉州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目前全省共有4个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 12月，科技部批准省部共建

福州大学“能源与环境光催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厦门大学“分子疫苗学和

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年来，韩家淮克隆出了一系列 p38 信号通路中至关重要的蛋白质分子，打通
了 p38 信号通路，系统性地阐述了 p38 信号通路如何通过与其他相关信号通路间
的相互作用，从而在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防止和消除癌变细胞、控制细胞坏死及
其引起的病理变化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药物靶点。他还在细胞坏死机制上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鉴定出蛋白激酶 RIP3能够将肿瘤坏死因子诱导的细胞凋亡转换为细胞
坏死，发现了能量代谢对细胞死亡形式的影响。

韩家淮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
院教授

“生命科学的发展、创新与突破离

不开其他学科的融合，需要我们集合

各领域人力资源，利用各学科的资源

攻克限制现今生命科学领域的技术难

题，从而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环保产品的研究、开
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营，公司先后引进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最先进的
环保技术，开发生产除尘、脱硫、脱硝、物料环保输送、电控设备等五大系列产品，可以
提供工业烟气多污染物治理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和 BOT 模式的运营，公司产品在电
力、冶金、建材、轻工和化工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产销量连续 8 年名列全国同行业第
一，并出口欧洲、亚洲、南美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黄 炜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专注于大气污染治理相关领域，

坚定不移地实施技术领先战略，牢牢

占据技术制高点，依靠‘不断创新’的

企业核心理念，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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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先锋创新先锋

自主创新能力逐步

增强。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全省 89%的研发

投入、81.8%的研发人员、

60.9%的专利授权集中在

企业。推进“数字福建”

建设，拓展“6·18”等创新

平台，大力实施科技重大

专项，一批关键技术取得

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22.7%。

—— 摘 自 福 建 省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创新为帆 破浪远航

创新环境

明显改善
□ 陈宝明

创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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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建大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大图 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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