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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高新技术发展新部署 

2014 年 3 月 16 日全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科技

部副部长曹健林出席会议。 

会议回顾了过去一年中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的工作进展，认为在实施重点项目、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和

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曹健林副部长在发言中强调，未来中国

高新技术发展应加强战略研究，做好顶层设计、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全力服务

产业发展和扩大科技的对外开放。 

据了解，2014 年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将重点在研发核心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促

进产业技术开放和结构调整、提升科研项目和经费的管理水平、加强创新要素的市

场化配置等方面推进各项工作。 

来自天津、江苏、江西、重庆科技管理部门的代表先后介绍了推动高新技术发

展及产业化的做法和经验。  

（来源：科技日报，2014 年 3 月 17 日） 

 



中国高新技术发开区的新进展 

2014 年 4 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 2013 年高新区的发展信息显示，114 家

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 20.3 万亿元，其中 55 家成为“千亿俱乐部”成员；实现

增加值 5.8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比重达 10%以上。 

在 114 家国家级高新区中，营业总收入超过万亿的有两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成为唯一一家过 3 万亿的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超过 5000 亿元的有 6 家，

超过 2000 亿元的有 31 家，超过 1000 亿元的有 55 家。 

经过约 20 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引领和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主体力量，在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市场和政府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以及加速

地区创新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国家高新区的主导

产业。 

2013 年高新区信息显示，114 家国家高新区上报统计的企业总计 7.8 万家，其

中高新技术企业 21555 家，占高新区企业总数的 36.5%；企业从业人员总数 1400 万

人，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 698 万人，占高新区从业人员 48%。同时，高新技

术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净利润、上交税额、出口总额等项指标在全区总量的占比都

在 45%以上，凸显了它们在高新区的主导作用。 

（来源：科技日报，2014 年 4 月 4 日）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回顾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目前国家级高新区共 114 家，已成为各地区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创新创业活动最活

跃的区域。 

2009-2011 年，国务院先后批复建设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３个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同意在示范区内实施股权激励、科技金融改革等政策试点。2010 年

年底，国务院同意中关村示范区实施“1+6”先行先试政策。“1”是指搭建一个地

区创新平台，“6”是指探索实施 6 项改革措施，包括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试



点、股权激励改革试点、研究开发费用及技术人员股权激励所得税减税试点、科研

项目及经费管理改革试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和建设统一监督下的全国性场外

交易市场。 

2013 年 1 月，科技部印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未来阶段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高技术区”）实现“四个提升”的目

标。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与要素，建成一批处于世界前

沿水平的研发基地，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引进超过

3000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在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批取得若干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 

二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园区的主导产业，现代服务业占

有较大比重，传统产业得到优化和升级，产业质量明显提高，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其中，培育形成 15 个左右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三是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人才、资本、技

术等高端要素聚集。在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产业组织创新活跃，产业技术联盟扩大，各类

中介服务机构配合，对区域经济形成较大支撑，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面。   

四是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能够充分聚集并配置国际化高端要素资源，基本形成

国际一流的文化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培育

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2013 年 3 月，科技部印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努力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战略基地，

加速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地区

创新驱动与科学发展，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方案》是未来 10 年国

家高新区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将通过“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和“科技服务体



系火炬创新工程”等行动计划，实现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显著

增强、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根据 2013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

试政策试点范围”的要求，已在北京中关村试行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扩大到武汉东湖

示范区、上海张江示范区和安徽的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这些改革措施和优惠政策，有效激发了地区的创新活力，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

积极性，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结合，也形成了政府管理部门与相关参与方的协同创新机制。 

（来源：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3 年 12 月 30 日） 

 

主要地区高新区案例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介绍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88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前

身），是中国的第一个高科技园区。2009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1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整体布局，使其

成为包括 16 个园区在内的产业聚集区。 

目前，中关村示范区已经聚集了高技术企业近 2 万家，形成了以新一代互联网、

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以及轨道交通等六大产业为主体的产

业集群，有效地促进了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新兴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高端产业功能区，也产

生了一批国际知名的中国企业如联想、百度公司等。     

中关村地区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 41 所，以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市）科研院所 206 所；拥有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67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 55 个；大学科技园 29 家，留学人

http://www.zgc.gov.cn/zcfg10/gj/56120.htm
http://www.zgc.gov.cn/zcfg10/gj/56120.htm


员创业园 34 家。近年来聚集了留学归国创业人才约 2 万人，创办企业超过 6000 家。

该地区聚集的海外高端人才占全国的 21%。截至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229

家，其中境内 145 家，境外 84 家，62 家企业在境内创业板上市，初步形成了创业

板中的“中关村板块”。 

2013 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营业总收入超过 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高新

技术企业创造增加值超过 4100 亿元，占北京市 GDP 比重超过 20%；企业实缴税费

超过 1500 亿元。企业实现出口 3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约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40%。 

面向未来，中关村示范区将秉承面向世界、辐射全国、创新示范、引领未来的

宗旨，继续推动示范区建设，服务于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建设，力争到 2020 年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来源：http://www.zgc.gov.cn/）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介绍 

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建立的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而来。

1999 年上海市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把“张江园区”作为激励自主创新的核心区域和主

要基地。2006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名为“上海张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张江高新区”）。2011 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张江高新

http://www.zgc.gov.cn/


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包括一区十二园），规划面积扩大至 75.9 平方公里。

随着张江高新区的发展，其所覆盖的园区数量和地理面积仍在持续扩大。      

据知园区共聚集了约 3 万家科技型企业、1000 余家研发机构，43 所大学。2012

年统计显示，园区经营总收入超过 4200 亿元，同比增长 13.5%，实现税收超过 200

亿元。根据“2012 年上海市开发区综合评价”，张江高科技园区再度蝉联综合排名第

一，同时在创新发展和投资环境指标上也排名第一。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园区初步形成了以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为主体的产业集

群。目前，园区建有多个国家产业基地，涉及：生物医药、信息、软件、集成电路、

半导体照明、网游动漫等产业。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园区拥有多种类型的孵化器、

科技企业创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一批新兴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来源：http://www.zjpark.com/Second.aspx?infoitem_id=65&infoitem_pid=5）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于 1988年 10月，位于武汉市东南部，面积

50平方公里。开发区由两个工业园、大学科技园、华中软件园、武汉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等组成。周围区域聚集了 18所高等院校和 56个国家级科研院所如中科院武汉

分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等，拥有 10 个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7个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5万多人，是中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http://www.zjpark.com/Second.aspx?infoitem_id=65&infoitem_pid=5


    1991 年 3月，国务院批准其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0年，被科技部、

外交部批准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区网络；2001 年，经国家发改委

（原国家计委）和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后被称为“武汉·中国

光谷”。2009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关于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请示

文件，意味着武汉东湖高新区建设在 2010 年进入新阶段。 

    经过多年发展，园区约有 2000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电子信息、能源环保、生物

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和高科技农业等领域发展新兴产业。作为“中国光谷”，

园区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

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其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 50%，国际市场占有率 12%；光电器件、激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40%，在全

球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2011 年东湖高新区实现企业总收入 381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30%；规模以上企

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 2898亿元，同比增长 27%；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355亿元，同比

增长 13%；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 133 亿元，同比增长 37%。2012 年 1-6 月，开

发区企业总收入已达 223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9%；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2012

年东湖高新区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万件，达到 10365 件，同比增长 44%，占当年武

汉市专利申请量（24105件）的 43%。开发区专利授权量为 6662 件，同比增长 31%。 

    在开发区的管理方面，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激励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政策，涉

及投资融资、税收优惠、股权激励、科技成果转化、吸引专业人才、专利的保护和

应用等。 

 

 

（来源： http://baike.so.com/doc/5351667.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1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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