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4 年 1 月，新疆科技创新大

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乌鲁木齐举

行，贾晓光、董连慧获得 2013 年度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6 月，首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启

动。设乌鲁木齐、昌吉和库尔勒三个分

赛区，先后有 189 家企业和 28 个团队报

名参赛。

□ 6 月，“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在新

疆启动。该计划是科技部为加快建设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本土科技人才和农村科技创业人才队伍

而制定的，惠及新疆 8 个地州的 35 个贫

困县。

□ 7 月，新疆科技厅陆续开始实施

沙漠绿洲阳光富民科技工程、南疆种草

改土养羊提质增效民生科技工程、新疆

纺织服装产业清洁生产技术示范工程等

三大科技惠及南疆工程，力求突破制约

南疆发展的关键科技问题。

□ 9 月，中国—中亚科技创新合作

论坛在昌吉市特变电工总部科技研发基

地举行。此次论坛以“共同研发、共同开

发、共享成果”为主题，28 个国家近百名

外宾参加。

□ 9 月，新丝绸之路创新品牌行活

动周暨新疆创新品牌推进会举办，积极

探索创新品牌培育新机制、新模式、新方

法。

□ 10 月，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

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新疆等六

省区通过论证，跻身国家农村信息化建

设试点省区行列。

□ 11 月，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

心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成为新疆首个国际创新园。

把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 创新数字

“服务‘三农’是我毕生的追求，几十年来我走遍了天

山南北的主要农牧区，下农村、住毡房，与牧民兄弟同吃

同住同劳动，这是我事业的基点。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

我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杨兆萍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旅游开发与规
划研究中心主任、新疆旅游研究院副院长

“天山申遗，贵在创新，申遗成功后在管理和旅游开

发等方面更需要开拓创新。保护天山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我相信，通过不懈努力，哺育新疆各族人民的天山一

定能够永葆青春。”

王晓冬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

发挥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健全市场导向机制和产学研协同机制，启动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业技

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集成创新。培育科技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构建有利于科技创

新、创业和现代服务要素聚集机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加快国家农业科技城、优势产业园区和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建设。

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培养、引进、激励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 ——摘自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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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创新能力处于全国下游水

平，但在一些产业的创新领域也取得了

可喜的发展，在风电、太阳能、特高压

输电等领域，走在了国内的前列。

近年来，新疆已发展成为东亚多国

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

必经之地。2014 年，自治区在加大科

技惠民力度、提升对外科技合作水平、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强化科技平台建设

等方面制定了多项举措。以设施农业和

节水技术应用为核心，在南疆四地州建

立核心示范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

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伙伴计划，着力打

造 “ 中 国 - 中 亚 科 技 合 作 中 心 ”； 同

时，依托全国科技援疆机制，新疆加大

项目和资金支持力度，建设了一批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孵化

器和高端产业化基地，不断提高对产业

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尽管

新疆的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居全国下游，

但发展潜力巨大。新疆应以科技支撑产

业来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着力

推动区域重大科技研究、技术输出和成

果转化示范、科技型企业“走出去”等

措施的落实，以产业发展来引领带动我

国同欧亚各国的合作。

（作者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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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挖科技援疆潜力

柳卸林

深挖科技援疆潜力

柳卸林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乔文汇整理

主持完成了“新疆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及安全体系研究”项目，作为天山申遗专家组

组长，创新并确立了新疆世界遗产的申报战略与步骤。其中新疆天山自然遗产在 2013

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完成了 4 个世界自然遗产预备清单。主持完成了

“中亚资源生态安全与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提出陆心辐射论、中亚区域合作战略模式和

中国陆疆区域发展重点领域等学术观点，并应用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规划”、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5项。

工作 30 余年来，他扎根生产一线，服务基层人民，为新疆设施农业及特色农业关键

装备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带领团队研发出 3 类 6 种标准化节能日光温室及果

树、食用菌、育苗及生态养殖等专用型温室，解决了我国北纬 42°以上区域节能日光温

室设计与规模化建造关键技术难题，构建了新疆不同生态区设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关键

技术体系。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6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制定自治区地

方标准 35项，发表论文 43篇，主（参）编著作 3部。

2013 年，新疆科技进步明显加快。创
新体系日趋完善，成果不断涌现。120 项
工业类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高新技术研
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加快实施。建
成 7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电子新
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昌吉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全国评估名列第一。生态环境、地质
矿产、新材料等科研项目纳入国家“973”
计划。专利授权量增长 47.1%，发明专利
和企业专利分别增长 21.5%和 55%。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3 年 ，新 疆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为
454597.9 万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为
0.54%。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3 年，新疆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为 15811.1 人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
人员为 14.42人年/万人。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2013 年，新疆专利授权量为 4998 件，
2013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0.22件。
2014年前11个月专利授权量为4626件。

二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建 设 主 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目前，自治区“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
获得自治区财政支持 1.6 亿元，带动社会
投入 7.4 亿元以上，直接新增产值近 60 亿
元，新增利税 5.14 亿元，解决就业人数近
千人，培训各类科技人员 7 万多名，建设示
范面积 36 万多亩，涌现了一批新成果，成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振兴区域经济
的重要引擎。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推进乌鲁木齐、昌吉等首批全国创新
型试点城市建设，加快推动奎屯市、库尔勒
市、克拉玛依区、乌苏市等建设自治区级创
新型县市区。“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
建设方案和运行机制已初步形成，“中心”
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际创新园类）。中塔农业科技合作园、
中亚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中哈、中塔地质科
技交流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中俄哈蒙
阿尔泰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新疆依托全国科技援疆机制，深化区
内外科技合作。推动克拉玛依市与四川省
科技厅、乌鲁木齐市与重庆市科技局签订
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实现了科技援助地
州市的全覆盖。

4、政策保障

2014 年 1 月，自治区召开科技创新大
会，就全面贯彻实施《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创新型新疆建设的意见》及其

《任务分工》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加快形成
了创新型新疆建设的强大合力。9 月，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实
施科技兴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开
启了科技兴新战略强化实施的新阶段。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方面，继续实施太
阳能、风能、特高压输变电、双语教学等自
治区“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着力攻克产
业关键技术，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紧密
围绕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
等领域重大技术需求，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和优势特色产业改造升级，重
点支持医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科技研发。新认定乌苏等 5 个自治
区级高新区。积极推动科技与金融结合，
探索建立科技部门和金融机构、创业投资
机构之间的“互荐”机制。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新疆进入第四批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
省建设行列。加速推进新疆国家现代农业
科技城建设，落实政府引导资金 3000 万
元。新增呼图壁等 12 个自治区级农业科
技园区。马产业、农业种质资源、农业节
水、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产业等“十二五”重
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项目启动实施。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超过 90%，实施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行动计划，全区 7236 名科技特派员服务
覆盖全区所有乡镇场。

3、民生科技领域

大力实施科技民生实事工程，34 个项
目获得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和
自治区科技富民强县工程支持。国家科技
惠民计划以科技进步促进民生改善，其中

“岳普湖县苦咸水淡化民生科技示范工程
项目”解决了 69 所学校 25000 多名师生安
全饮水问题。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3 年，新疆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为
28370.11万元。

5、每万元 GDP 能耗

2012 年，新疆万元 GDP 能耗为 1.58
吨标准煤。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
进展和成效

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自治区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采用负面清
单的管理办法，对科技计划项目运作及经费
管理作出具体要求。加快建立自治区基础
条件资源数据库和大型仪器共用协作网。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精细化工产品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精细化工产品，，目前目前，，该公司建设的美克化工工业园一期该公司建设的美克化工工业园一期、、二期项目二期项目

建成投产建成投产。。图为美克化工工业园一角图为美克化工工业园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