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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原始创新 加强协同转化

北京“放大招”

布局医药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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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产业已成为符合北京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目标定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新兴产

业。针对生命科学发现转化孵化能力不足、原创

药品种稀少等问题，北京加快补短板的步伐，提升

专业孵化能力，建立临床试验协同网络，鼓励各类

平台、资源、设施面向社会进行开放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跨部门、跨区域、跨单位配置科技资源

农业科研跳出“一亩三分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是我国农业科技领

域的重大管理创新，实现

了同一产业不同学科间融

合、同一研究领域上中下

游有机链接、同一科技资

源跨单位有效整合利用，

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从科学

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

用的“三级跳”，探索出一

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科

技发展之路

北京日前发布《北京市加
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以 下 简
称《行动计划》），以“坚持问题
导向、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协同
转化、促进高端发展”为基本原
则，明确了未来 3 年产业发展
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引进培
养一批世界顶尖创新团队，培
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重
点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继续保
持全国领先；产学研医协同创
新体系初步形成；产业规模进
一步壮大，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500亿元。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具
有突破性、颠覆性、引领性等全
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的显著特
征，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布局
抢占发展战略制高点的重要领
域。”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许强介绍，面对这
一或将重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格局的前沿科技，各国纷纷摩
拳擦掌。2017年，美国用于医
药健康领域的研发预算，占非
国防研发投入 45.7%，在所有
领域中持续保持第一。继美国
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后，
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陆续
发布战略规划。

“医药健康产业已成为符
合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目标
定位、具备‘高精尖’特征、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许强介绍，“十三五”以来，
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增速逐
渐回升，2017 年达到 1630.8
亿元，同比增长13.0%。

进一步发展壮大医药健康
产业，北京的底气还源于全球
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北京拥
有清华、北大、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等 70 家医药健康领域国
家级科研院所，数量居全国之
首；拥有丰富的医疗科技资源，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57家；
此外，还集聚了一批以王晓东、
施一公为代表的世界级科学家
领军的国际顶尖研究团队，产
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
究成果。

欣喜之余亦有隐忧。许强
坦言，在生命科学前沿技术探
索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北京
还存在诸多短板。比如，生命
科学发现转化孵化能力不足，
原创药品种稀少；正在运营中
的医药健康专业孵化器共计
11 个，大部分处于饱和状态，
对高校院所及医疗机构创新品
种的孵化支撑不足，专业孵化
器数量和承载创新项目的空间
还需继续增加；在加速成果实
现产业化方面，孵化器的专业
支撑能力还需提高；定位于高

端创新园区的中关村生命科学
园在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对标国际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

为了加快补短板的步伐，
《行动计划》 明确，在部分前
沿领域，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布局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支
撑原始创新成果培育；制定北
京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发展重点
方向目录，重点支持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脑科学与类脑、结
构生物学等前沿方向促进创新
药、高端医疗器械，以及医药
健康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融合新兴业态等领域发展。同
时，加强专业孵化能力建设，
在生命科学园试点建设专业孵
化器，在高校院所、医疗机构
集中区周边推广新建专业孵
化器。

医疗机构、医生是支撑医
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产品研发转化、临床评估
应用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支
撑作用。许强表示，在临床研
究与试验方面，医院对临床研
究重视程度还需提高，床位、专
职临床研究技术队伍、激励政
策等方面的配置有待加强；临
床试验研究水平还需继续加
强，积极开展大型的、高水平的
国际临床试验研究。

许强介绍，北京支持三级
医疗机构设立研究型病房、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以多种合作方
式建立临床试验协同网络、试
点建设独立的临床试验医院；
将临床试验和成果转化作为医
疗机构绩效评价和人员职称评
定的重要依据；出台医疗机构
鼓励科技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实施细则。《行动计划》明确，今
后要在海淀区、昌平区建设千
升规模的生物药中试服务平
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生
物药 10 万升代工生产服务
平台。

“下一步，北京将加快医
疗机构的医学实验中心、大数
据中心、生物样本库、医学工
程转化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基
地等科研平台的建设，鼓励各
类平台、资源、设施面向社会
开放，实现全市医疗数据互
通。”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
潮表示。

此外，北京还将加快市属
医院传统院内制剂的推广及新
药申报，继续支持20个有产业
化前景的生物医药项目开展转
化研究试点；启动卫生与健康
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工程，首批
建设 10 个推广基地，推广 50
项技术，促进新技术在基层普
及，推进新成果转化落地。

眼下正是“三秋”大忙季节，我国
黄淮海地区的玉米迎来收获期。今年
秋收，玉米籽粒直收的面积有明显扩
大。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李少昆说，前几年玉米机械摘穗造
成的损失比较严重，而籽粒直收能很
好地节约成本。针对此，国家玉米产
业技术体系不仅研究了适宜玉米籽粒
直收的品种，还从深层次问题入手，推
动玉米种质资源创新。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是我
国农业科技领域的重大管理创新，也
是农业科研机制改革的成功探索。
2007 年底，原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印
发文件，提出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
为主线，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科研力
量，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下
简称体系），并在水稻、生猪等10个农
畜产品率先试点。2008年，新增了马
铃薯、大宗蔬菜等40个体系，至此全
面启动了 50 个体系的建设工作。截
至 2017 年 ，中 央 财 政 已 累 计 投 入
126.449 亿 元 ，支 持 体 系 开 展 科 技
创新。

近年来，体系以创新为抓手，打破
原有科研组织模式、管理模式，推动科
技成果实现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
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探索出一条符
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发展之路，被
一些国际机构称为“中国的体系模
式”。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如何破
解农业科技发展的诸多瓶颈？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稳定支持

确保科研人员安心

竞争过度、稳定不足是以往我国
农业科研投入方式的弊端。而农业生
产周期长、区域性强，科研的特点恰恰
要求以长期稳定支持为主。“很多成果
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完成，体系的建立
符合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律。”苹果体系
岗位科学家、青岛农业大学教授戴洪
义说，选育一个苹果新品种需要12年
至15年。过去申报项目一般是5年，
5年过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接着干。现
在有了稳定支持，科研人员可以真正

按产业的需求进行研究，不用再换着
名头申请项目。

“体系的建立挽救了许多小产
业。”大麦青稞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京从
事大麦育种研究已有 30 多年。体系
成立之前，全国共有30多人研究大麦
青稞，人均科研经费不足2万元，而现
在，研究人员增加到近300人，产业每
年的科研经费有2000多万元。

“过去是哪儿有钱在哪儿做，没钱
了，做得再好也得停下。”葡萄体系首
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段长青
说，“体系帮我们实现了专家想做的、
能 做 的 和 产 业 要 我 们 做 的‘ 三 统
一’”。体系的建立完善了南方葡萄栽
培技术体系，使原产干旱少雨地域的
葡萄“过”了长江，遍布华东、华中、华
南和西南，产量增加了 22.7 倍，年产
值近200亿元。

只有让科研人员能够安心、静心
研究，才能出好成果、大成果。农业农
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认为，体
系的一个亮点是对科研团队进行长期
稳定的经费支持，实现方向稳定、队伍
稳定、经费稳定“三个稳定”。基本研

发费按照首席科学家每年30万元、岗
位专家 70 万元、综合试验站站长 50
万元设置。这个经费额度可以保证专
家在不申请其他项目的情况下专心把
科研做下去。

协同创新

打破部门区域界限

针对长期以来科技界普遍存在资
源分散、碎片化等问题，体系围绕产业
链，跨部门、跨区域、跨单位配置科技
资源和研发力量，形成稳定的创新团
队。在不触动现行管理体制前提下，
以 50 个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
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部署资金链，实现了同一产业不同
学科间融合、同一研究领域上中下游
有机链接、同一科技资源跨单位有效
整合利用。

据介绍，每个体系都由业内顶级
科学家担任首席科学家，并按照产业
链设置了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控、栽培
与养殖等领域的岗位科学家，在主产
区设立若干综合试验站。由此，建立
了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
发到市场一体化的创新链条。“过去，
科技人员之间很少合作。现在，有了
体系，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行业的
农业科技人才聚集在一起，形成创新
合力。”柑橘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邓秀新表示。

体系内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建立了
大协作机制。油菜全程机械化研究长
期进展缓慢。专家们一直呼吁要农机
农艺融合，但过去各类计划都是各自
立项，机械研制归农机部门负责，栽培
技术研究由种植业部门负责，农机农
艺难以配套。“体系内的交流合作、联
合攻关，为大家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
境。”油菜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
院副院长王汉中说，现在，油菜体系把
育种、耕作栽培、设施设备各环节和长
江流域的综合试验站融合在一起，形
成配套的全程农机化技术模式。

体系打破了以往科研领域的“一
亩三分地”思维。大宗蔬菜体系岗位
科学家、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张凤

兰说：“地方农科院过去是以服务地方
产业为主，加入体系后，有机会为整个
产业提供服务。”

产业导向

推动成果快速转化

以往我国农业科技计划通常是
“项目指南、专家申报、竞争答辩、立
项”的模式，存在科研成果“躺着睡大
觉”的情况，科研、推广、培训脱节问题
比较突出，而体系健全了科技一体化
机制，加速已有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
同时在生产中发现问题。在考评机制
上，体系改“论文指向”为“产业导向”，
把促进产业发展作为评价考核的首要
标准，改变以SCI论文、科技奖励等为
主的评价体系，力求解决科技经济“两
张皮”的问题。

多位首席科学家表示，以往他们
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争取项目上，加入
体系使他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体
系不是实验室里的单纯科研，也不是
单纯的服务基层，而是两者的结合。
既要“下得去”，到一线开展调研；也要

“上得来”，凝练研究方向；还要“坐得
住”，找到可推广的技术解决方案。

在体系中，设置在各个主产区的
综合试验站很重要。它承担着技术示
范与应用推广的任务，既要把科研成
果推广下去，还要反馈上来一线的需
求。走进位于江西省定南县的华润五
丰柑橘种植基地，几十位果农正在忙
碌着。“在柑橘体系试验站专家的指导
下，我们把废弃稀土矿山改造成了花
果山，规划建设了生态有机果园，种植
了一批柑橘、甜柚新品种，供果期延长
到了10个月。”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统计，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主导
品种、主推技术有一半以上是由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研发的，大幅提升
了产业支撑能力。大豆体系培育的品
种占全国大豆推广面积的50%以上；
油菜体系选育的80多个新品种，全国
推广面积超过 3.6 亿亩；蛋鸡体系培
育的国产蛋鸡品种市场占有率从
30%提高到50%以上，摆脱了对进口
品种的依赖。

以新生态打造“双创”升级版
□ 熊 丽

重庆市巫溪县推广脱毒种薯生产
等新技术，建立起稳定的良种扩繁体
系，马铃薯单产水平和质量有效提
升。图为巫溪县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中心技术人员在接种马铃薯试管苗。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以“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 2018 年全国“双创周”日前落
下帷幕。从 2015 年至今，全国“双创
周”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双创”取得
了许多成绩，也面临不少“成长的烦
恼”。瞄准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
级版，可谓势在必行、水到渠成。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的创新创
业实现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
机制”的跨越，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
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
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经济增长提
供了有力支撑。

有数据为证：当前我国 120 家双
创示范基地正加速建设，众创空间数
量达55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4000家，中央企业搭建的创新创业平
台达 970 多个，创业投资机构超过
3500家，资金管理规模接近2万亿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市
场。“双创”有力带动了高质量和充分
就业，从草根到精英、从城市到农村、
从国内到国外，“双创”的参与群体越
来越多元、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泛。今
年上半年，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 亿大
关，日均新设企业1.81万户。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双创”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日前发布的

《2017 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
告》显示，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双
创”形势呈现新变化，即创新创业迈向

高质量发展。我国创新创业更加活
跃，新登记企业呈现活力不断增强、结
构更趋优化、竞争力明显提升的良好
态势。打造“双创”升级版，不仅要巩
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还要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使创新创
业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
上蔚然成风。

“双创”升级，首先是理念和能力
要持续升级。人是创新创业的主体，
每个个体的创新微行动将汇聚成澎湃
的发展新动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
迅猛发展，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巨大
空间和机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
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泡沫。风口不是

“双创”的全部，拥有科学务实的心态
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才能不断适应形
势的变化，持续向前。

“双创”升级，生态环境要继续优
化。水深则鱼悦。各级政府要瞄准创
新创业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加强政策
创新，以简政放权加速释放创新创业
活力，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的便利度，
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推动公共资
源开放，建立完善对新业态、新模式的
高效监管机制，完善适应新业态、新就
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会保险制度等，努
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就业提质扩面
互促共进。

“双创”升级，支撑能力要不断提
升。创新创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
高成长的“三高”活动，仅靠个人独木
难支，要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升级，大力促进创新创业平台服务升
级，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形
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用协
同的良好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