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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经济

（上接第九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发生第三次科技

革命，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凸
现。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新科学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经济增长由原来主要依
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
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通信、网络技术、新能
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兴
起，带来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世界步入“新
经济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高科技竞争日趋激
烈，高新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而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
状态与之很不匹配。

当时，部分发达国家进一步抓住科学技术
发展带来的机会，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纷
纷出台发展高技术的战略计划，在生物、信
息、空间、海岸、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
域展开竞争。很多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科学技术
基础薄弱，且没有注意抓住科学技术革命带来
的发展机遇，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大。

而我国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农
具搞饭吃，城市少量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
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
些重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
几十分之一。科技发展的停滞与经济发展的停
滞并存，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长时期没有得
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中国科技和现代化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进一步
深刻认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革命性
作用，真正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摆在全面现代化建
设的“龙头”位置，迅速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努
力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以引领和支撑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记者旁白：丰富、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只是“第一”两个字的小小改动，
却是深思熟虑后的重大科学论断。

自 强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需要达到什么水
准？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
中国人早就知道高标准严要求的重要性，对科技
发展的目标自然也要取法其上。

中国的科技发展，要瞄准世界高科技的前
沿。这一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

1986年3月，“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核
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
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4位科学家联合
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关于跟踪世界战
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建议提出：“我们4
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
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
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
对策。”

信中恳切地指出，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
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
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
能等到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
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这封信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随后的
半年中，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
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发展高科技是“烧钱”的事，中国人烧
得起吗？

答案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
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
事，取得更大的成就。

“863”计划于1987年3月正式开始组织实

施，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各
自攻关，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止是“863”，在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关
注下，中国的科技攻关项目越来越多，投入也越
来越大。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瞄准了集
成电路装备、大飞机、新药创制等世界高科技前
沿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
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少
走了不少弯路。但是，一些最先进的技术，特别
是核心技术不是买来的，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研制
出来、创造出来的。

北斗导航卫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卫星导航技术无论在民用还是军用上都非

常重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导航卫星
的研制，并于2000年开始发射北斗导航卫星。
到2003年，北斗导航一号系统已经发射了3颗
卫星，具备了为国内提供定位服务的能力，但当
时的信号覆盖范围、定位精度还远不如美国的
GPS。

除了美国GPS外，当时全世界正在建设的
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俄罗斯GLONASS系统和欧
洲的伽利略系统。欧盟曾邀请中国共同参与伽
利略系统，2004年双方曾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但在联合研发中，中方发现自己被排斥在伽利略
系统的核心技术之外，且该系统因欧盟各国间一
直有分歧，进展缓慢。

于是，中国果断开始专心研发自己的北斗
系统，卫星从一代星、二代星到三代星，服务
范围也从中国到亚太到全球。2018年12月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宣布迈入全球时
代，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
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超越了起步更早
的俄罗斯 GLONASS 系统和欧洲的伽利略
系统。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介绍，北斗是中国
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从实施建设北
斗系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依靠中国自己
的科研人员来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同时，不受现
有技术体制的限制，做了很多创新。比如，星间
链路在全世界卫星导航系统里都是原创；核心的
星载原子钟，就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制，精
度从30万年差一秒，进步到如今的300万年差
一秒。”

北斗系统还是一个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
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

从产业规模看，北斗从业单位已达14000
家、人员超过50万人，形成珠三角、京津冀、长三
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产业区，涌现出一批有实
力的卫星导航企业。截至2019年底，中国卫星
导航专利申请累计7万件，居全球第一。目前，

国产北斗芯片生产量超过1亿片，国产北斗产品
已出口到世界120多个国家，北斗地基增强技术
和产品成体系输出海外。

北斗在物联网、车联网等新兴应用领域的创
新应用层出不穷，与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传统
应用领域业务融合不断深化。交通运输部建设
运行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入网车辆已超过
650万辆。港珠澳大桥采用北斗高精度形变监
测系统，保障安全运行。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大
部分支持北斗。

记者旁白：“不带我们玩”的岂止是北斗导
航？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空间实验室、大飞机
……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产物。实践反复
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
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

战 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自
1988年首次提出后，到现在又过去了31年。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杨胜群介绍，31
年来，几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从理
论和实践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被融入国家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

略，2006年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
引下，中国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加大，科技人才越
来越多，科技实力越来越强。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2018年全社
会科技研发（R&D）支出预计达到1.95万亿元，
是1991年的136倍。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快速增
长，在2013年超过美国后，已连续几年稳居世界
第一位。

大量研发人员将技术用于实践中，将论文
写在大地上，谱写出科技生产力的精彩华章。
陕西省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就是一
个经典范例。这里聚集了农林水等70多个学科
的7000多名农业科教人员，一批农业科学家被
农民们冠以辣椒大王、杂交油菜之父、白菜女
王等称号。我国黄淮麦区小麦品种6次更新换
代，其中4次都是杨凌品种主导的。目前世界
小麦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一号”、长期主
导我国小麦品种换代的“小偃6号”、第一例成
年体细胞克隆山羊等数以千计的重大农业科技
成果都在这里诞生。“杨凌农科”和“杨凌农高
会”是杨凌的两大金字招牌，品牌价值均超过
800亿元。

中国科技产出量越来越高。2018年我国的
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科学探索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前沿

领域。“过去的一年，那只‘猴子’没有让我们失
望。”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悟空”的首席科学家常进说。他对
这只2015年年底上天的“猴子”的工作非常满
意。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悟空”号已绕地球飞行了16597圈，探
测宇宙射线粒子55亿个。基于这些数据，科研
人员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
宙射线探测结果。

中国科技“含金量”越来越高。2018年，我
国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国家综合创
新能力居世界第17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
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

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生存艰
难，一些有着强大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却逆势上
扬。“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
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

“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
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
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
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
是华为。”对准全球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
了30年的华为公司，2018年全球销售收入达到
7212亿元，而其研发费用1015亿元，占比高达
14.1%。2018年度，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
交了5405份专利申请，在全球所有企业中排名
第一。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途中，经济发展与科
技发展互相促进，让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可以完成
许多过去没有条件完成的工作。

以深潜为例。1980年，美国4000米级载人
潜水器Alvin已经完成了第1000次下潜，曾成
功地搜到过遗失在海底的氢弹，也发现过深海热
液极端生态系统。但那时，中国一台深海载人潜
水器也没有。只有徐芑南院士等人在江苏无锡
建起的深海模拟试验设备群，仅在耐压结构研究
试验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实践。

随着国家的投入，我国在无人潜水器和常压
潜水装具上陆续取得突破。1987年底，“863”计
划设立了“水下智能导航实验系统”课题。1994
年，成功研制出1000米级的AUV（无缆水下机

器人）探索者；1995年8月，成功研制出6000米
级的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CR-01。

从1992年开始，中船重工第七〇二研究所
等单位向科技部呼吁，希望在研制无人潜水器的
同时，开展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工作。“当时第一稿
写的目标是4000米，现在看来思想不够解放。”
徐芑南院士回忆说。

2002年，刚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叶聪
赶上了中国载人深潜“最好的时代”。7000米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那一年终于获批
立项，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
叶聪所在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〇二研究
所勇担重任。

2012年6月24日，叶聪驾驶蛟龙号第一次
突破了7000米深度。同一时间，神舟九号在太
空成功完成了与天宫一号的手控交会对接。“蛟
龙号和神舟九号互致祝福，这样的海天对话让
我感到，能够参与到国家的科技研发中，就是
最大的幸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叶聪深感
幸运。

在开展蛟龙号研制的同时，从 2009 年到
2017年，历经8年持续艰苦攻关，载人深潜团队
又完成了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的研制。深海
勇士的十大关键部件实现了国产化，国产化率达
到了95%，使我国载人潜水器技术整体进入国际
先进行列。

“如今我们又向着万米深渊发起挑战。我相
信能在几年内实现万米载人深潜。”叶聪说。

记者旁白：不止是载人深潜，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征途中，我们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
科技名片：载人的“神舟”飞船、探月的“嫦

娥”“玉兔”、翱翔太空的“天宫”，是中国人向
宇宙进发的足迹；国产大飞机、国产航空母
舰，是中国人冲破技术封锁的新一代国之重
器；寻找暗物质的“悟空”、量子通信的“墨
子”、仰望星辰的“天眼”，是中国人在世界前
沿寻觅科学真理的利器；三峡工程、青藏铁
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是中国人建设美好
家园的重大工程奇迹……

动 力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围绕确立和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了一系
列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要求。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
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

2015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6年5月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发布，成为面向未来30年推动创新的纲领性
文件。

2017年10月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明确“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并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

2018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是
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的科学理论
飞跃，标志着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认识达到了
新高度。这是中国领导人远见卓识的清醒判断，
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伟大抉择。

这一点，很多科技工作者感同身受。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不会忘记，上世纪90

年代初，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究生时，看
不起昂贵的原版文献，只能看比国外最新文献落
后半年的影印本，几乎没有条件参加国际会议，
实验室里连购买仪器的经费都很困难。“所以，尽
管我的英语并不太好，在硕士毕业后还是不得不
选择出国留学。”

1996年，他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
从著名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教授攻读博士学
位。第一次见到导师时，他问潘建伟的第一个问
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在中国
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2001年，潘建伟回国在中国科大组建了量
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得到科技主管部门和
中国科大的大力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带
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果，先后8次入
选美国物理学会和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国
际物理学重大进展，3次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
年度重大科学事件。建设世界一流量子物理实
验室的梦想完成了，甚至还有超出——中国成功
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墨子号”并圆满完
成相关研究工作，美、加、英、德等主要发达国家
纷纷加紧跟进布局。

“我深切地感受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
程，我国的科技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
期，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
梦想的光荣时代。”潘建伟说。

“复兴号”高速列车研制的主持者孙永才也
不会忘记，1987年，23岁的他大学毕业，从长春
乘火车去大连机车车辆厂报到，600多公里的路
程，绿皮车“晃”了足足14个小时。“我就想我们
什么时候能坐上更快更舒适的车？”

这个梦想在他和同行们的努力下变成了现
实。2014年，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牵头组织下，
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首次以中国标准为主
导，开启了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发
工作。“我们采用了‘联合舰队’模式，成功解决了
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和世界性难题，研制出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孙永
才说。

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以
350公里时速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中车作为国家轨道交通领域的中坚力
量，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力打造大国重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努力为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
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
献。”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才说。

记者旁白：现在是科研条件最好的时代，是
创新创业机会最多的时代，更是科技进步最快的
时代。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颠
覆性创新技术呼之欲出。与时俱进、踏实肯干的
中国科学家们，正不断为中华民族创造更新、更
大的科学奇迹！

结 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科技创新
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是一种动
能，让顶尖人才资源不断蓄积，使“大国重器”不
断涌现。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是一股洪
流，通过改革红利得以磅礴而出，助中国实现历
史性飞跃。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
能力的提升，累累硕果必将让我们在越来越多的
领域成为开拓者、引领者。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准备进行自动驾驶载人载物测试的车辆等候出
发。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这是2019年12月30日拍摄的银川航空馆外景。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2019年，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人员在做锂电测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第 一 动 力
——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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