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宁夏拓展和集聚科技创新资
源，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管理
改革取得新进展，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更
加突出，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外科技合
作深入推进，全区科技创新潜力跃升至全国
第 8位。

一、要素投入及重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宁夏财政 R&D 投入的 60%主要用于支
持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同时建立了公益性、
基础性、社会性科技创新稳定支持机制。
2014 年宁夏研发（R&D）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的 0.83%，全社会研发投入规模同比增
长 47.2%。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每万
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2014 年 ，宁 夏 全 区 R&D 人 员 达 到
10389 人年，比上年增长 21%。每万就业人
员从事 R&D活动人员比例 18.5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

2014 年，宁夏累计承担各类科技项目
394 项，争取经费 2.96 亿元；联合高校、院所
实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96 项，资助 231 名
博士、硕士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研制开发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527 件，申请专
利 267 项，获得授权专利 150 项，取得了一
批有分量、有价值、有影响的科技成果。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

2014 年宁夏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
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活力得到加速释
放，有 26 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的产品闯入
国际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高技
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72%，其
中，高技术产业对宁夏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51.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和主要成果

2014 年，宁夏全年争取国家各类科技
项目 237 项，获批资金约 1.67 亿元，实施自

治区科技支撑计划 347 项，安排资金约 1.24
亿元，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128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4 年，宁夏新组建了先进铸造技术
重点实验室及现代农业综合开发、镁及镁合
金和氨基酸等 3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
了 21 个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新认定自治
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0 家；新组建了枸杞、
牧草产业技术等创新战略联盟；国家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获科技部批准组建，国家枸杞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获科技部批准挂牌，与中国
农科院等院所合作共建了西北（宁夏）设施
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科院银川科技创
新与产业育成中心正式启动运行，中卫市沙
坡头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通过国
家验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4 年，宁夏配合实施国家“千人计
划”和自治区“百人计划”，实施中科院“西部
之光”人才培养项目 12 项；推荐的 3 名科技
领军人才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
划”；引进博士 32人、硕士 48人，高级专业技
术人才 31人，柔性引进院士 11人，培养技术
骨干 2195 人。联合高校、院所实施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96 项，资助 231 名博士、硕士
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4、政策保障

2014 年，宁夏起草了《自治区科研项目
和资金管理办法》，积极推进科技计划管理
改革，简化申报和审批程序，拓宽网上申报、
受理和评审的范围。出台了《调整自治区科
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进一步规
范了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围绕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建设，推进财政支持方式的重大改
革，改变传统的先立项、先投入做法，实行了
企业科技创新后补助机制。修订了《自治区
企业科技创新后补助暂行办法》。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

目前，宁夏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8 家，主
要分布在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区总收

入的比重超过 52%。
为了调整产业结构，2014 年宁夏加快

推进“智慧宁夏”建设。生态纺织产业开启
发展新引擎，构建与西部石油化工、天然气
化工、煤气化、能源电力产业配套的国内首
个环保化纤纺织产业中心，建成了全球唯一
的 12.5 万锭全流程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
纺纱生产线。现代信息产业异军突起，银川
成为国家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

2、深化对外科技合作

2014 年，宁夏对外科技合作深入推进，
取得了一批合作成果。积极筹备设立中阿
农业科技基金，与迪拜园林农业局签署科技
合作协议，筹建迪拜生态园林绿化与现代农
业科技园；开通了中阿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系
统，推进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中阿
技术转移转化，争取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落户
宁夏。积极筹建中国——马来西亚清真食
品联合实验室，推动宁夏清真产业国际化。

3、科技与金融结合取得实质进展

出台《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资金

管理办法》，联合财政厅设立 1000 万元风险
补 偿 资 金 ，全 区 风 险 补 偿 资 金 总 额 达 到
2600 万元；首次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推
出了“智易融”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产品。

4、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农村信息化建设创造了新模式。进一
步提升三农呼叫服务中心功能，开展农业物
联网技术研究应用，建立了一批示范样板和
商业运营模式，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化
融合发展。制定了《宁夏中部干旱带高效节
水特色农业试点方案》，重点开展旱作优势
作物品种引选与农机、节水、农艺一体化集
成创新。

5、民生科技领域

围绕宁夏“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战
略实施，积极开展科技扶贫，让科技成为扶
贫开发新引擎。启动建设了 20 个科技特派
员创业基地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着力培育
设施果菜、枸杞、酿酒葡萄等 20 个科技特派
员创业链。深入开展科技扶贫指导员“百人
团”工作，建立了 64 个科技示范基地，形成
了科技引领、整村推进的扶贫典范。

（以上数据由宁夏科技厅提供）

□ 2014年 1月，宁夏吴忠仪表有限

责任公司自主完成的《高端控制阀关键

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和宁夏气象局

参与完成的《中国西北干旱气象灾害监

测预警及减灾技术》项目获得 2013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1 月，宁夏首个国家科技惠民计

划“宁夏中卫绿洲边缘植被恢复与生态

资源开发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启动实施。

□ 4 月，宁夏中部干旱带高效节水

特色农业试点建设全面启动。

□ 5 月，宁夏对一大批企业研发项

目经费给予 20%至 30%的补助，一批重

大项目研发成效显著。

□ 6 月，宁夏科技厅与阿联酋迪拜

酋长国园林农业局签订科技合作框架协

议，标志宁阿科技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 10 月，宁夏 2 位科技工作者获

201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奖。

□ 11 月，宁夏首例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诞生，为轻资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探索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 12 月，宁夏五项发明专利荣获

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聚焦重大需求 拓展创新资源

创新数字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是最有力量的竞争，国有

企业必须认真做好创新驱动这篇大文章。”

孙涛长期致力于癫痫病研究和癫痫外科临床工作，在“岛叶癫痫”研究上有独到建

树，主持“973”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是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

家科协“第二届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突出贡献奖获得

者。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 10余项。

孙 涛

“西部发展需要创新，医学进步离不开创新，实干苦

干为创新。”

“西部发展需要创新，医学进步离不开创新，实干苦

干为创新。”

王 俭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始终秉承“责任，创新，厚德，争先”的企业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坚持开展煤炭安全高效开发和自主煤化工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建设中的宁

东现代煤化工基地已初具规模。近 3 年，企业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19 项，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创新驱动要在研发、引

进、转化上下功夫。围绕产

业升级结构调整，实施一批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攻克一

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

键技术，提升科技的支撑能

力。鼓励发展企业主导、市

场需求、产学研协同的技术

创新联盟，加快科技创新人

才队伍建设，用好用活现有

人才。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提升特色产业、发展新兴产

业，促进“四化”同步。

——摘自 2014 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核心语录

宁夏的创新能力处于全国较弱水

平。近年来，一些指标如工业企业引

进技术经费支出增长率、研发经费外

部支出、研发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增长率、国家创新基金获得资金等指

标排名下降幅度较大。

2014 年，自治区分别提出了“科

技支撑农业优化升级方案”和“科技支

撑工业转型升级方案”，通过实施创新

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建设、龙头企业培

育、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和职业农民培

养工程及农业科技创新、科技园区与

龙头企业培育壮大计划实现农业产业

升级，通过实施高新技术及产业化、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节能减排等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和创新人才培养。同时，

自治区还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

国家重点院所和科技强省合作开展重

点项目，并通过多项举措加强科技项

目经费管理。2014 年，宁夏全社会研

究开发投入规模同比增长了 47%。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宁夏受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在

产业规模、企业创新、市场竞争力及可

持续发展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加

强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前自

治区调结构、转方式，建设美好家园的

战略要求。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加快

研发推广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创

新能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中国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依靠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
柳卸林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许 凌整理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董事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董事长 宁夏医科大学校长

▲ 宁夏国家

种苗生物重点实验

室 的 种 苗 培 育 基

地。

▶ 宁夏国家

种苗生物重点实验

室的工作人员在种

苗培养室观察种苗

培养情况。

▶ 宁夏

巨能机器人系

统有限公司开

发 GS 桁 架 机

器人的车间。

▶ 宁煤集团员工在控制系统工作。▶ 宁煤集团员工在控制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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