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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周刊
战略科技的力量

爱的致意 专栏傅莹带我们“看世界” 读书
扫一扫发现更多主编 肖畅

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好消息频传。从
九天揽月的嫦娥号到遨游星汉的天宫二号，
从 傲 视 群 雄 的 中 国 天 眼 到 探 秘 未 知 的 悟 空
号，从连接万物的墨子号到五洋捉鳖的蛟龙
号，我们从这些独特的、整个科技界认可的中
国重大科技成果看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世界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技术研
究上，均以国家战略为重要驱动力，例如国家
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均是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美国陆军
部于 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
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该工程

集中了美国甚至当时西方国家顶尖的核科学
家，动员了 10 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日本自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推行“独立行政法人”制
度，独立行政法人以国民生活富裕、开拓国家
未来科技为宗旨，开展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等
工作。

据研究，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呈现为
由“科学自在”“科技自发”进入“科技自觉”时
期，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中的主导性、规划性
特征日益突出。我们回顾新中国 70 多年来的
科技体制发展变迁，探寻中国科技体制的每
一次变革如何回答时代命题，对科技代表的
国家意志、国家力量就会有更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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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中国每一次科技体制变革都回应了时代命题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技体制奠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础
读+：谈“中国科技体制”，应该从何处谈起？
魏立帅：1915年中国科学社和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

立，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化建设的起步，中国初步形成了
“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分散型的科研体制。1928年，
中央研究院成立，逐渐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
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标志着中国
科技体制的初步确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看到科技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一是社
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科技落后。”瑞金时期，苏区政府处
于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下，发展科技事业的主客观条件
都比较欠缺。延安时期，根据地领导组织了科技工作。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来中央
成立自然科学院等机构。1938 年到 1944 年延安创办工
厂近百个，创建了 49 个医疗卫生单位，开办了延安第一
个气象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科学大众化运动。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统一的科学院
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9月 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
务院下设科学院，并赋予其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行
政职能，但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科学院不在地方设置管
理机构。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隶属政务

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任院长。这样，以科学院为中
心、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体
制逐步建立起来。

读+：这一体制运行得怎样？
魏立帅：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技体制促进了科技的

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础，但是，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表现为统筹协调不
力、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力
以及学术领导不力四个方面，难以实现对全国科技工作
的领导职能。究其原因，科学院虽然被赋予领导全国科
技工作的职能，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和体制机制保障，单纯
学术指导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科技的任务。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组织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包括科学院。11月，国务
院发出通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仍由国务院指导，但不再
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保留了其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
构的定位。此后科学院设立学部，强化了学术中心职能，
淡化了科技行政管理职能。

从1953年开始，随着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渡，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科技体制逐渐由
科学院体制转化为“大科学”体制。

“两弹一星”和石油会战是“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成果
读+：“大科学”体制是怎样建立的，取得了哪些成

果？
魏立帅：1956年1月，周恩来阐述了现代科技革命的

思想：“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
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中共中央
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 年 11 月，国家科委成
立，聂荣臻任主任。同时，各地相继成立地方科委。至
此，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基础的“大科
学”体制开始形成。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
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形成科学院系统、高校科技系
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五
路大军。

“大科学”体制的突出成果是“两弹一星”和石油会
战。1959 年 9 月在大庆发现油田后，石油系统集中了 4
万多人和大批设备、物资到大庆进行石油会战，只用 3
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大庆油田。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企业
为会战生产了设备，200多家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
术上支援了会战，集中体现了“大科学”体制的优越性和
长处。

总体来说，“大科学”体制顺应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
潮流，也是后发型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步伐的历史要
求和最佳选择。这一体制适应了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读+：后来为什么要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
魏立帅：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大科学”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第一，原有科技体

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只对上级领
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科研
与生产严重脱节，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两张皮”现象。
第二，缺少一种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研究成果
被视为公有财产，不利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和技术扩
散。第三，科研部门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重，科技资源配
置分散重复、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第四，在科研院所内，
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过多，存在着“大锅饭”现象，科
研单位缺乏自主权，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同时也导致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老化、僵化，抑制
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
定》，确定“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1986 年到 1988 年，国务院先后制定若干文件，推动
科技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鼓励科研机构引入竞争机制，积
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科研机构所有
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大科学”体制逐渐被打破，科研单
位由单纯的、封闭的科研学术型向科研经营型转变，科技
人员走上了经济建设主战场，纷纷成立科技型企业，科技
成果商品化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集体、个体、私营等民办
科技机构快速发展。

改革也带来了阵痛，许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只能
依靠“创收”勉强维持，形成严重的社会分配脑体倒挂，出
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
刀的”现象，知识分子收入降低，社会地位下降，科研队伍
出现断层。这一情况到1993年才有所改变。

从“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到新型举国体制
读+：1993 年以后，中国科技体制又发生了什么变

化？
魏立帅：199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稳住一头，
放开一片”的方针。“稳住一头”，就是以政府投入为主，
稳住少数重点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从事
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应用研
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活
动。“放开一片”，就是要放开、搞活与经济建设密切相
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使其以多种形式、多种
渠道与经济结合。

此后，逐步调整了国家计划资助的方式，从单纯的以
项目为核心的方式，变为支持项目和支持科研基地建设
并重的方式，增加了支持基础研究的计划。在这一背景
下，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大提高，社会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
的风气，科研工作青黄不接的局面得以缓解。

2006 年，中央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使中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

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中国从 2015 年的第 29 位跃升至 2019 年的第 14 位，并在

2020年巩固排名。在榜单前30名里，中国是唯一的中等
收入经济体。专家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指数连续两年进
入全球前15位，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魏立帅：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上指出：“到 202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到 203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
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是我国
科技战略的“三步走”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整体
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
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
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在科技领域存在的多年来一直想解决但没有能解决的难
题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接连出台了几个重要改革
方案，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
型举国体制”，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为“十
四五”时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指
明了方向。

2020年是科技丰收之年
对中国科技事业来说，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堪称丰收之年。
——新冠疫苗研发成功；
——“嫦娥五号”探月返回器携带 1731克

月球土壤样本成功着陆。
——国产载人深海潜水器“奋斗者号”连

续多次坐底万米深海，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纪
录。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团队研发出可达
音速16倍的超高音速冲压引擎。

——量子计算机原型“九章”，测试理论速
度较目前最快的超级电脑快100万亿倍。

——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实现首次放
电，为建造核聚变反应堆打下基础……

而在 2021年伊始，就有好消息传来，天问
一号成功“太空刹车”，顺利进入火星轨道。

无怪乎牛年春晚，“北斗”“嫦娥”“天问”和
载人航天这四大系统的总师齐齐亮相，笑容满

面向国人拜年。
“十三五”时期我国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

度，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进步。铁基超导材料
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
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
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成；
在超级计算、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
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
米结构材料等方面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5G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全面推进。复兴号
高速列车、龙门五轴机床、8 万吨模锻压力机
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超导磁共振
等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替代。

科技挑战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魏立帅专注于研究中国科技政策和体制的发
展历程，在他看来，这些科技成就是“十三五”
以来系列成就的一部分，是“十三五”乃至更长
一段时间以来，国力不断蓄积投入、科技体制
改革发力的成果。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2.2%升至 2017 年的 57.5%，国家创新能
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二十位升至2017年的第
十七位。

2019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
12.5%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为
2.23%。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5%；高铁、5G
移动通信、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
世界前列。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科技事业也面临
更大的挑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
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

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
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
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
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
本性改变。我国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
和需求不够，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还
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我国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
激励机制还不健全，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
乏。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
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政策与经
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
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进一步发
展。纵览70多年来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历程，
魏立帅认为，每一次变革都是回答时代命题、回
应时代需要，取得了成就，同时又会面临新的挑
战，而这些挑战，则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动力。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成就与挑战伴行
中国科技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