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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3 年是重大专项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重大专

项的实施，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直接领导和督导推动，多次听取重大专

项实施、评估和论证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工作。科技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以下

简称“三部门”）切实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各专项紧密围绕战略目标，稳步推

进年度任务落实，任务承担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着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在 2013 年持续发力，有关领域重大技术

进展和突破不断涌现，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一）统筹组织推进

面对国际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形势，面对当前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要

求，在刘延东副总理直接领导下，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对重大专项的组织领导和统筹

推进工作。国务院分别于 1 月份和 7 月份召开重大专项推进会和工作会，听取进展情

况汇报，围绕在重大专项实施中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

聚焦目标任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部署工作。9 月份，刘延东副总理主持专题

会议，就重大专项开展中期评估，委托中国工程院牵头开展高层次评估作出系统部

署。三部门以及各专项认真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

1.组织召开重大专项推进会和工作会
1 月 17 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了重大专项 2012 年监督评估汇报会暨组织实

施推进会，提出了对 2013 年重大专项组织实施的总要求，强调了强化责任落实、完

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强项目和经费管理、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高

持续创新能力等具体要求。7 月 31 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各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第一行政责任人、专职技术责任人和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等参加的重大专项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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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加强项目和经费管理的工

作方案》。

2. 统筹部署重大专项年度任务
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结合重大专项工作实际，三部门年初对全年重点工作任

务进行统筹安排，研究制定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3 年工作计划安排》，并召开会

议进行部署。依照工作计划安排，三部门及各专项加强责任落实和督促指导，保证了

年度任务的顺利落实。

3.系统开展自聚焦和过程聚焦
为进一步围绕国家目标，突出重点，强化过程管理，按照国务院专题会议要求，

各专项对已部署的任务逐一核查评估开展自聚焦。在新的任务部署中各专项和三部门

也按照重、大、专的要求，进一步整合资源，聚焦重点。2013 年在对各专项新立项

任务的综合平衡中，三部门共对约占申报总数 1/8 的项目（课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涉及中央财政经费占申报总数的 15%。此外，在验收和抽查环节也落实聚焦要求，

提高验收工作质量，为后续任务调整提供依据。  

4.通过第三方中期评估再聚焦
在三部门研究制定中期评估总体要求的基础上，9 月 22 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

专题会议，决定由中国工程院牵头，会同中咨公司、科技评估中心作为独立第三方对

重大专项开展高层次中期评估。重大专项中期评估工作 10 月份正式启动，为“十三五”

规划、以及专项任务动态调整和强化管理提供依据。截止 2014 年 2 月，共召开各类

调研座谈会 88 次，实地考察了 18 个省市的 604 家任务承担单位。

  （二）年度任务部署

2013 年，重大专项不断探索完善按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按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促进各类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的建设。在各专项年度计划制订和三部门综合平衡过程中，认真落实“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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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突出重点、整合资源”的总体要求。

2013 年，除油气开发专项无新立项计划外，民口其余 9 个重大专项新启动项目

（课题）620 个，中央财政经费总额约 128.5 亿元，地方配套经费总额约 33.6 亿元，

企业和社会投入约 136.2 亿元。继续引导专项资源向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集聚，由企

业牵头承担课题 341 个，涉及经费占中央财政经费总额的 59%。

图 2-2-1  2013 年新立项项目（课题）数量按承担单位类型分布

   

图 2-2-2　2013 年新立项项目（课题）中央财政投入按承担单位类型分布

图 2-2-3  2013 年新立项项目（课题）数量按地区分布

（三）加强管理和服务

2013 年，重大专项不断探索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专项组织机制和

管理模式，积极推进优秀人才的选拔培养。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和强化支撑服务，有效

地提高了专项实施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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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理顺流程、强化统筹协调和责任落实，按照国务院深化科技改革工作的

统一部署，三部门对重大专项几年的管理实践进行了认真总结和研究梳理，通过座谈

会、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开展了重大专项管理规定和资金管理

办法等的修订工作，研究制定重大专项考核问责办法。财政部颁布了《民口科技重大

专项后补助项目（课题）资金管理办法》。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2013 年，重大专项继续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工作。组织评审国家重点创

新项目平台第十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并进一步加强与“千人计划”入选者联络，

及时掌握情况，主动开展服务。截至 2013 年，直接参与专项任务的科研人员总计约

26.5 万人，其中高级职称约 7.3 万人，中级职称约 8.5 万人，初级职称及其他约 10.7

万人。12 月，中国农科院作物所郭三堆研究员由于在三系杂交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培

育和推广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郭三堆研究员被评为 2013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

3.强化科技资源整合
按照中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重大专项加快建立统一的管理数据库和科技报

告制度。基于统一的元数据规范，2013年重大专项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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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牵头组织开发的综合管理平台已收集申请书、合同书、科技报告、自查报告、验

收报告等信息数万项，为重大专项综合平衡、监督评估等综合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科技部 9 月份印发了《关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落实科技报告制度有

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重大专项科技报告制度的总体要求、工作任务以及工作安排。

4.扎实做好服务保障
在年度各项工作落实中，三部门及各专项牵头组织单位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

扎实提供服务保障，为专项任务顺利实施提供有效支撑。利用科技部及各地方科技管

理部门统一的视频评审系统，传染病防治和新药创制两个专项 2013 年新增课题立项

评审采取了视频评审方式，为科研人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各专项以合同管理为主要

抓手，并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培训交流，加强对课题承担单位知识产权目标和产出的管

理，鼓励科技创新和保护创新成果，促进知识产权转化和运用。

（四）实施成效

2013 年，通过重大专项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民口重大专项取得了显著的阶

段性成果，突破了一批制约国家竞争力的共性关键技术，多项重要技术和产品填补空

白，一批重大装备满足了国内急需，相关领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为经济转型升级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电子信息领域，高端通用芯片的发展为“神威蓝光”等高性能计算机提供了支

持，超级计算机 CPU 效能已超过国外同类产品。12 英寸 28nm 刻蚀机、离子注入机、

PVD 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通过大线验证考核并实现销售，国产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又

上了一个新台阶。金属靶材、抛光液等材料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移动通信实现

了从“2G 追赶”到“3G 突破”、“4G 同步”的跨越发展。TD-LTE 系统设备与 LTE 

FDD 商用设备基本达到同等水平，终端芯片及数据类终端表现出良好的功能和稳定

性，终端一致性测试仪、综合测试仪等关键仪表的开发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在国际

标准中的基本专利占比从不足 2% 提升到 8%。随着 12 月 4 日 4G 牌照的发放，TD-

LTE 正式进入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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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微电子的硅刻蚀机

先进制造领域，数控机床专项研制的 30 多类产品为我国百万千瓦级核电、大飞

机、高技术船舶等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保障。普什宁江研制的精密卧式加

工中心替代进口设备，在与马扎克等世界一流

机床企业的同台竞争中胜出，一举拿下近亿元

的汽车壳体生产线订单 ；株洲钻石的盘铣刀盘

和刀片产品成功替代了部分国际进口刀具，打

破了我国盘铣刀具长期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汽车变速器壳体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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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保领域，特高含水老油田三次采油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在 16 个区块

推广应用，阶段提高采收率 10% 以上 ；研发了新一代全数字有线地震仪 G3i、GW-

LWD 电磁波随钻测井系统和 3000 型成套压裂装备等一批高端油气装备，打破了国

外垄断，发布了 GeoEast 软件 V2.6 版本，在高效采集配套处理功能和复杂区叠前深

度域成像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CO2 动态埋存率超过 95%，CO2 混相驱油提高采收率

10% 以上，提高海上稠油采收率 5% ～ 10％ ；提出了远探测方位反射声波测井方法，

三维指向性发射能力的相控阵混合声系为国际首创。基本掌握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

站 AP1000 设计技术，掌握了主要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并形成批生产能力。全球首批

AP1000 核电机组前 2 台已完成核岛区域土建施工，进入关键设备就位和调试阶段。

CAP1400 完成初步设计，堆内构件流致振动试验等六大试验台架全部建成。全球首

座具有四代核能安全特性的 20 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已

施工至 0m 标高，各主设备质量和进度总体受控。球形燃料元件规模化生产设备和流

程工艺固化，年产 30 万个燃料元件的生产线开工建设，主厂房已封顶。水污染治理

专项完成了 108 个 10km2 以上浅水湖泊水生态调查，构建了湖泛预测预警模型 ；新突

破冶金废水煤气干法除尘、制药废水生化强化脱毒等关键技术 50 余项 ；青岛国林实

业研发的大型臭氧发生器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在上海等 5 个大型水厂成功

应用，海南立昇净水研发的浸没式、压力式超滤膜组件应用于国内 10 多家中小水厂，

总制水规模达 26 万 m3/d，改变了进口设备一统国内市场的局面。

焦石坝地区 3000 型压裂示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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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医药领域，新型抗虫转基因水稻、高抗玉米螟转基因玉米、抗乳房炎转基

因奶牛等已完成生产性试验，多种转基因猪和奶山羊也进入生产性试验，产业化蓄势

待发 ；基因克隆和遗传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累计克隆基因 1862 个、时空特异

表达启动子和调控元件 337 个，获得优质高产基因 81 个，仅 2013 年中国科学家克隆

的水稻主要基因数量就占全球的 2/3 ；完成 21 项重要转化体安全评价，制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技术标准和规程 3 项，所建立的转基因棉花 Bt 抗性基因多样性监测技术

体系和 Bt 棉田非靶标生物的种群监测技术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安全保障能

力进一步强化 ；累计获得新药证书 74 件、临床批件 199 个 ；完成 80 项 I 期临床，55

项Ⅱ期临床试验，49 项 III 期临床试验，抗“超级细菌”药物替加环素填补了我国空

白 ；针对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自主研发 I 类新药 12 个，产业化上市品种 23

个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获世卫组织批准的发展中国家首个生物制品标准化和评

价合作中心，8 家药物安全评价技术平台通过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认证，药物

研发关键技术和平台建设逐步与国际接轨 ；成功研制三种新剂型乙肝疫苗，使 80%

以上的低 / 无应答患者获得有效免疫 ；优化了慢性乙肝治疗方案，重症肝炎病死率下

替加环素成功上市填补了我国治疗多药耐药菌药物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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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0.2% ；新型艾滋病毒核酸检测技术的窗口期诊断时间明显缩短，实施早期抗病毒

治疗后可降低新发感染率 67% ；结核病早期诊断技术研究取得进展，检出率由 25%

提高到 60% 以上，菌株鉴定时间由 2 ～ 3 月缩短到 1 ～ 2 天，结核耐药检测时间缩

短到 8 小时以内。

（五）经济社会效益

2013 年，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整体带动

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凸显了重大专项对于促进我国技术创新、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促进民生改善、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所发挥的积

极效益。

核高基专项补足了我国集成电路与软件科技创新链的重要环节，带动了产业链各

环节配套能力的完善，有力支持了自主创新环境的建设，是在关键领域打破国外垄断

的必由之路。在专项带动支持下，金山办公软件产品市场销售再创新高，连续三年政

府采购率超过 60% ；国家电网“特大电网一体化调度控制系统”已应用于 32 个省级以

上电网，采用一体化建设节约费用 13.4 亿元，课题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特大电网一体化调度控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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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专项依托龙头制造企业建立了芯片制造设备与材料验证平台、封测装备

与材料验证平台等公共平台，在推进国产设备和材料产品的实用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牵引作用，大大加快了国产设备的研发进程和产品化水平。通过专项支持和组织，

中芯国际、华力等国内龙头地位的芯片制造厂工艺能力迅速提升，IP 库及设计服务

能力逐步增强，并更加紧密地与国内 IC 设计企业联合，国产设备、材料在封测行业

得到广泛应用 ；利用专项支持产生的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的关键技术，成功地应用

到太阳能电池制造中，形成了成套的国产太阳能电池设备，基本替代了进口。

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建立 TD-LTE 研发和产业化平台、IMT-Advanced 推进平台等

有效推进了 TD-LTE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联调、改进和优化，TD-LTE 已形成产业链，

并开展了规模试验和扩大规模试验第一阶段工作。截至 2013 年底，中国移动在规模

试验、扩大规模试验的网络建设投资已超过 60 亿元、终端采购超过 3 亿元。扩大规

模试验第二阶段将建设 20 万套以上基站，已基本完成招标工作，金额在 200 亿元左

右。随着今后的规模商用，TD-LTE 将有力支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快速发

展，并将在突发情况下的实时新闻、紧急救助、远程医疗、公共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从 3G 到 4G，我国通信领域标准、产业、国际化等能力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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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控机床专项支持下，我国机床行业突破了一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制造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完成了一批进口量大、市场需求面广的加工中心和数控

车床。数控机床主机可靠性显著提高，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已从“十一五”初

期的 500 ～ 600 小时普遍提升至 900 小时左右。2013 年，专项课题研发各类新产品、

新技术 520 余项，新增产值 172 亿元。重型数控机床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力平台不仅

解决了我国重型数控机床装备制造行业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急需，也成为我国数

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研发、关键技术突破的主要技术来源之一，促进了行业技术水

平的提升。

油气开发专项的实施有效确保了我国保持第四产油大国和第六产气大国的地位。

自主知识产权的 CIFLog 网络一体化测井处理解释平台已推广应用 2000 多套 ；Hawk

地震仪已向加拿大 Tesla 公司销售 1 万个点（3 万道），在美国完成了 1 项三位采集任

务 ；完成了全球 6 个大区、251 个盆地的 13 个时期油气分布规律研究和数据库建设，

为国家海外资源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油气勘探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能源稠 / 重油开采研发中心”等一批研发中心和重点试验基地，鄂尔多斯

盆地大型岩性地层油气藏开发示范工程等示范基地建设也取得阶段性进展。这些平台

基地已在油气石油地质勘探理论与技术、高含水油田和复杂油气田提高采收率技术、

海洋深水、物探、测井等重大装备研制以及煤层气低成本开采技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核电专项的高温气冷堆工程实验室、工程化研究中心等已经全面建成，投入使

用 ；CAP1400 试验验证平台完成了 ACME 等六大试验台架建设，并投入使用获得了

部分关键试验数据 ；核岛关键部件自动检测维修设备和技术研发平台已初具规模。这

些平台基地为促进核电专项技术创新发展、关键设备验证、成果推广应用等提供了有

力支撑和保障。专项实施吸引了国内核电产业链上下游数百家企业、研究院所和高校

的参与，加快了一系列高新技术在装备制造和材料领域的推广应用，相关承担单位仅

接收 AP1000 和 CAP1400 各类供货订单就已超过 200 亿元，直接拉动了我国装备制造

业、核电工程建造、材料等领域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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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工程实验室 

水污染治理专项相继建成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发的宜兴基地、洱海湖泊生态

环境改善与水生态修复技术中试平台等 18 个平台和基地，不仅为地方各类生态修复

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试验场所，也成为高校、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和

社会公众科普窗口。专项实施为重点流域 150 多家节能减排与产业转型企业提供了技

术服务，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1 个亿 ；重点流域综合示范区建成率达 40%，有效削减

COD 10%，控制面积累计达到 1000 平方公里以上 ；城市水污染控制技术产业化取得

重大进展，形成低影响开发专用设备 5000 套 / 年、PVDF 中空纤维超滤膜 75 万平方

米 / 年、膜组件应用处理规模 350 万立方米 / 天、污水处理专用填料和材料 1.5 万立

方米 / 年的产业化规模。

转基因专项根据转基因生物研发与产业化需求，系统布局建设了动植物基因研究

中心、转基因技术研究中心、动植物中试与产业化基地和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

监测中心等数十个平台和基地，并已陆续投入使用，为提升创新能力、技术集成能

力、产品研发与产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专项已培育抗虫转基因棉花新品种一百余

个，累计推广 2.11 亿亩，使国产抗虫棉份额达到 95%，实现经济效益 210 亿元 ；对

重组蛋白的纯化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已建成年产 150 公斤、纯度达 99.9% 的

重组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生产加工车间，年产值可达 3000 万元左右。

新药创制专项支持的 GCP、GLP 平台获得了多项国际多边与双边互认，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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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技术研究、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促进了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平台与

国际的接轨，提升了我国药物创新技术平台的服务支撑能力。专项实施支撑了石药、

恒瑞等一批创新性企业快速发展成为行业龙头，海正药业和华海药业的多个制剂通

过美国 FDA 认证，成功实现“从原料到制剂、从普药到新药”的战略转型，为近 5

年我国医药工业产值平均增速 20% 以上提供了重要保障 ；盐酸埃克替尼累计销售 7.2

亿元，近 2 万患者接受治疗，其中约 2500 余人获得后续免费用药，打破了国外同类

药物对我国的市场垄断 ；自主创新 I 类新药丁苯酞 2013 年当年销售额预计突破 10 亿

元，恩必普、玄宁、欧来宁等已成为新的增长点 ；抗流感病毒新药帕拉米韦注射液为

防控 H7N9 禽流感提供重要保障。

传染病防治专项已经建立了传染病应急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传染病临床

膜法水处理技术成套化装备

传染病防治示范区和研究信息云平台运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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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及相关产品研发评价等技术平台以及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和现场，为保障专项

实现降低“三病两率”和提升能力的目标发挥了支撑保障作用。通过专项实施，5 岁

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 1% 以下，提前 3 年达到世卫组织要求。面对今年

H7N9 禽流感突发疫情，专项充分展现科技保障能力，自主研制出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毒疫苗株，打破了我国流感疫苗株需由国外提供的历史，有效防止了禽流感大流

行，世卫组织对防控工作给予了“堪称典范”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