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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2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任务全面、深入实施。一年来，在国务

院统一领导下，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及各相关部门、地方，攻坚克

难，扎实工作，强化统筹部署和系统推进，促进专项实施全过程规范管理，各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努力，着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

不断推动重大专项取得新进展。

（一）主要工作

1.制订并颁布“十二五”发展规划
作为国务院“十二五”专项规划，在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2012 年 4

月 11 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十二五”发展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9 月 13 日，经国务院同意，规划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下简称

“三部门”）联合颁布。该规划明确了重大专项“十二五”战略目标、工作重点和保障

措施，将有效指导各专项的组织实施，是重大专项的纲领性文件。

2.统筹部署2013年度计划任务
针对 2013 年度计划，各专项围绕既定目标，结合现有基础和产业发展需求，进

一步聚焦目标、凝练重点方向，任务安排部署进一步体现了重、大、专的特点。三部

门在综合平衡中，按照“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整合资源”的总体思路，对各专项的

任务部署建议提出了完善意见，进一步增强了专项任务部署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013 年度计划，民口 10 个重大专项新启动项目 620 个，涉及中央财政投入

128.5 亿元。其中，企业牵头承担课题 341 个，占 2013 年新启动课题总数的 55%，经

费占中央财政经费总额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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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013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启动课题中央财政投入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2-1-2  2013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启动课题中央财政投入按承担单位类型分布

3.深入系统开展监督评估
2012 年，在继续结合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工作的基础上，重大

专项监督评估又增加了绩效评估的内容。三部门借鉴国际先进评估理念，创新完善监

督评估工作方案，强调将重大专项实施进展与原定目标进行“对表”。7—8 月，各专

项认真开展自查，全面了解在研课题进展情况，总结形成专项自查报告。9—11 月，

监督评估组采取多种方式，点面结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评估，系统评价各专

项的实施进展，对影响专项实施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形成了 1 份总

报告、4 个板块报告、10 个专项监督评估报告及 54 期监督评估快报。监督评估组向

三部门汇报了评估情况，并逐一向各专项进行了反馈。各专项第一行政责任人、专职

技术责任人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听取反馈意见，扎实组织整改。刘延

东国务委员充分肯定了 2012 年重大专项监督评估工作，指出在借鉴历年经验的基础

上，这次监督评估工作更加深入，方法更加科学，成效更加突出。

4.扎实推进项目（课题）验收工作
在 2011 年陆续启动项目（课题）验收工作的基础上，各专项总结经验，进一步

加大组织工作力度，强化验收总结工作。根据三部门印发的验收管理办法，多个专项

制定了验收管理实施细则，采取“课题群”验收、第三方机构独立评估、加强验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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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强化用户评价等工作方式，进一步总结专项实施的成效，不断提升验收工作

质量。截至 2012 年底，民口专项共验收课题 2112 个，对一批重要的研究任务做出了

阶段性的评价，总结了实施成效。为增强重大专项验收工作的规范性，科技部制定

了《重大专项项目（课题）任务验收抽查工作方案》，组织 4 个专家组，对已验收项

目（课题）进行了任务抽查。对部分验收存在问题的课题，提出了整改要求，进一步

提升了验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5.认真组织落实审计整改
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国家审计署对 8 个重大专项实施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

了专项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三部门多次专门组织部署整改工作。

各专项牵头组织单位认真对照审计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逐一认真核查，提出了具体

的整改工作方案和措施，对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做出了冻结账户、停拨经费、暂缓立

项等一系列决定。未被审计的专项也认真自查，以审计所发现问题为警示，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加强专项实施管理工作。审计整改工作提升了科研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增

强了各级专项实施单位的财经纪律和法纪观念，促进了各专项规范、严格的管理制度

建设。

6.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重大专项的实施凝聚了数十万人的科研大军，培养造就了一支勇于开拓、创新创

业、结构优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为重大专项实

施提供了坚强保障。2012 年启动的国家“特支计划”（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强

化了对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的鼓励及重点支持，确定了重大专项相关领域首批 8 个

创新团队和 10 位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已累计引进 197

人。调研总结发现“千人计划”引进人才承担了大量重大专项任务，在关键技术攻

关、市场开拓、重大专项组织管理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以重大专项为载体的我国工程

博士培养工作正式启动，2012 年完成了首批 242 名工程博士的招生工作。

7.完善规范各项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专项技术管理体系，科技部印发了《关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

调整充实的有关原则和要求》，对总体组职责定位、组成要求、条件保障、考核评价

四方面内容提出了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要求，规范指导各专项切实做好总体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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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届调整、考核管理和支撑服务等工作 ；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规定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了预算调整程序 ；三部门按照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快推进重大专项管理规定和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二）实施成效

一年来，重大专项实施进展显著，前期实施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十二五”产业发

展和民生保障中得到了推广应用，满足了国民经济若干领域的需求，已成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引擎。2008 年—2012 年，民口 10 个专项共

部署了 4437 个项目（课题），专项任务总经费 2660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 883 亿

元，地方财政投入 298 亿元，企业自筹及其他投入 1477 亿元。

1.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大幅度提升了

重点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各专项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战略产品研

发、重大示范工程建设方面有长足进展，取得了一批阶段性创新成果，打破了国外垄

断，为我国重点战

略领域发展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积累，

自主创新能力得到

大幅提升。核高基

专项大容量动态随

机存储器芯片研发

成功，改变了我国

多年来完全依靠进

口的局面。集成电

路装备专项研制出

了一批纳米介质刻 12 英寸 65 nm 硅刻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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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机等高端装备，部分先导工艺研发取得突破，实现了我国集成电路成套装备工艺和

材料技术向国际高端迈进。

宽带移动通信专项支持 TD-LTE-Advanced 成为国际的 4G 标准之一，规模实验

扩展到 15 个城市。数控机床专项“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大型自动化冲压

装备”等 10 余项大型设备研制成功，实现了“从无到有”，打破了国外垄断，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我国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发电设备行业的迫切需求。大型核电站专项

突破了超大型锻件的制造技术，三代和四代核电站的设计和研发进入了世界先进行

列。转基因专项成功培育第二代转基因棉花，显著改善纤维品质，有望摆脱我国高端

优质棉花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全面推进

新药创制专项在新靶点确认、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制剂水平提升、规模化生产

等环节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如高纯度抗体和蛋白药物制备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技术服务效益每年超过亿元。生物分子药物给药技术初步解决了胰岛素非注射给

药生物利用度低和精准性差的难题。传染病防治专项分离确证了我国传播最广、流行

最快、复制力最强的艾滋病 CRF01-AE 毒株，自主研发的艾滋病疫苗进入Ⅱ期临床

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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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了重大专项成果产业化，有效支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重大专项实施以来，一直把实现技术突破与推动

产业发展努力结合，立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场”，

在电子信息、能源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

着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根据各专项总结提供的数据，专项成果应用直

接带动的新增产值达到 1.1 万亿元。核高基专项“电网

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全面采用国产计算机、安全操作

系统和关系数据库等，为国家电网公司节约建设费用、运行维护成本、备调系统费用

等共计 25.7 亿元。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研制的部分装备产品拓展了国外市场并取得了突破，刻蚀机、

曝光机、清洗机等高端设备，用于 LED 和封装等多家企业的生产，辐射带动了太阳

能、LED 国产设备的发展。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形成了自主可控的 TD-SCDMA 产业链，

自主标准的产业成效显现。截至 2012 年 8 月，TD-SCDMA 用户数已经突破 7500 万。

在数控机床专项中，济南二机床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以总承包方式赢得了美国福特

汽车公司的订单，国内外累计销售 35 条生产线。

XKAU2890 机床龙门框架装配现场

申威 1600 处理器全面用于千万
亿次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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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开发专项突破了深层和低渗致密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为建成“西部大

庆”奠定了基础。新药创制和传染病防治专项推动医药工业实现 24.6% 的平均年增

长率，比专项实施前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

3.推广示范了一批适用技术与产品，直接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生态文

明建设
重大专项产生的一批成果直接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改善，缓解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难题，提升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应急能力，增强治污控污能力，改善

水环境质量，凸显了对建设美丽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支撑作用。在水污染治理专项

支持下，结合国家和地方各项治污工程的实施和严格管理，重点流域水环境普遍改

善，太湖由中度富营养状态变为轻度富营养化，辽河流域提前一年消除了干流 COD

劣 V 类水质，辽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 4 条支流 COD 全面消除劣 V 类。

非专利药物辛伐他汀

“十二五”期间，新药创制专项有 12 个品种获得 18 个新药证书，靶向抗癌新药

“盐酸埃克替尼”疗效好、价格低，已惠及 8000 多名晚期肺癌患者，抗风湿关节炎新

药“艾瑞昔布”起效迅速、毒副作用小，已上市销售。传染病防治专项针对“病毒性

肺炎及肝癌高发”这一我国当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采取了优化预防免疫策略、优

化基于“路线图”的治疗方案、开发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等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

“十二五”期间有望在全国基本控制乙肝母婴传播，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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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了一批创新平台和产业化基地，彰显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后劲
重大专项支持建设了一批共性技术和试验验证平台，并对一批瞄准国际先进水平

的创新平台给予大力投入，保障了重大专项任务的顺利实施，促进了创新资源高效配

置，奠定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持续后劲。根据各专项总结提供的材料，截至 2012 年底，

民口专项共建设各类创新平台基地近 3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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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移动通信专项支持的 TD-LTE 试验验证平台，共承载了 40 多家国内外制造

企业相关技术和产品的试验验证，为无线新技术的功能开发和性能提升，提供了重要

的研发和测试环境。油气开发专项支持的燕郊科技园、江陵压裂装备研发基地、廊坊

压裂工艺技术研发基地、大港大斜度钻井技术研发基地不断发展，为我国油气的增储

上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洋石油 981”开钻仪式

大型核电站专项建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温氦气回路试验平台，完成了系统

冷、热态调试（调试参数达到 7MPa、250℃），为示范电站建设和高温气冷堆技术的

持续研发提供了重要保障。新药创制专项支持了一批综合性大平台，建立了一批药物

安全评价技术平台（GLP）、新药临床评价技术平台（GCP）和企业技术平台，强化

了新药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增强了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提供服务的

能力。

5.促进了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带动了关联

行业发展
重大专项促进了地方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优化了产业结

构和经济布局，加速了关联产业、行业的发展进程，彰显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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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集成电路装备专项推动国内外集成电路装备领域的产业、人才、资金向北

京、上海聚集，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优化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有力

带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中国一重生产车间——多台压力容器制造

在核电专项带动下，中国一重、上海电气、沈鼓集团、宝钛集团等企业投入近百

亿元，建设大型研发试验基地，升级生产装备，形成了为三代核电批量供货的能力，

进一步带动其上下游相关企业能力提升和转型发展。水污染治理专项的技术研发和示

范应用，引领带动了地方和企业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投入，重点流域的产业和经济

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太湖流域北部重污染区的 1062 平方公里内，非工程措施关、停、

并、转、迁了 454 家企业，实施清洁生产项目的企业 116 家。

新药创制专项以产业基地为载体，推动了我国创新药物研制及其产业的集群式

发展，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立的生物医药领域成果转化与承接平台，累计推动

了 56 项研究成果转化落地，2011 年基地类课题各牵头单位新增工业产值 26.38 亿元，

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 15.2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