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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完成首次试航。
“天鲲号”全船长 140 米、宽 27.8 米、最大挖
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
挖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瓦。

2018 年中国重大科技成果
2018 年，中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纷纷亮
相：世界首只克隆猴诞生、亚洲最深科学钻探井完
井、
“人造太阳”首次达到 1 亿度……这些成就反
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

五、 袁隆平团队成功试种“沙漠海水稻”

一、 世界首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生

7 月 22 日，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宣布，袁隆
平院士“海水稻”团队试种的包括“海水稻”在内
的 80 多个水稻品种分批成熟，产量超出全世界水
稻 4.539 吨/公顷的平均产量。这标志着袁隆平“海
水稻”团队此次在迪拜沙漠地区的试验种植取得了
阶段性成功。

1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世界上首只体
细胞克隆猴“中中”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诞生，
12 月 5 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细胞》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布该成
果。

六、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成功水上首飞

二、 中国首颗电磁检测试验卫星成功发射

10 月 20 日，国产大型水路两栖飞机“鲲龙
AG600”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现水上首飞
起降。它是中国在大飞机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突
破，填补了中国在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研制空白。

2 月 2 日，中国电磁检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
上少数拥有在轨运行高精度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
的国家之一。

七、 四代核电之“肺”通过验收
10 月 31 日，全球首台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
堆蒸汽发生器顺利通过验收。蒸汽发生器是高温气
冷堆核电系统中最关键的设备之一，业内称之为
“核电之肺”。
八、 中国 “人造太阳”首次实现 1 亿度运行
11 月 12 日，中科院等离子体所发布消息，
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大科
学装置（EAST），实现 1 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
等多项重大突破。

三、 亚洲最深科学钻探井完井
5 月 26 日，松辽盆地大陆深部科学钻井工程
即松科二井超额完成预定目标，胜利完井。最终钻
井深 7018 米，成为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
学钻井和国际科学钻探计划（ICDP）成立 22 年
来实施的最深钻井。
四、 疏浚重器“天鲲号”首次试航成功
6 月 12 日，首艘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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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一、 30 年国家高新区建设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突

12 月 8 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
月球探测的新旅程。后续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
环月飞行，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出贡献，已经成为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主力军和主阵地
1. 高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
2017 年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
95171.4 亿元，占当年中国 GDP 比重的 11.5%。
2. 高新区创新实力大幅提升。从研发投入看，
2017 年高新区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研发投
入比例达到 45.1%；企业 R&D 投入强度（R&D
经费内部支出/营业收入）达到 2.01%，与 2017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约 2.2%）
相当；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企业的近一
半；高新区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约
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创新产出成果丰硕，2017 年
企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9.3 万件，占全国企
业的 46.3%；创新产出效率远超全国，万人发明
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和拥有数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
倍以上。
3. 高新区不断培育创新主体，产业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全国一半以上的孵化器集中在高新区；
2017 年高新区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过千家；高
新区统计高企业数占全部统计企业的 37.4%；拥
有全国 36.8%的新三板挂牌企业。2017 年，高
新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73594.5 亿元，占
高新区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33.3%；高新区
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30.7% ； 电 子 信 息 领 域 的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达 到
49194 亿元，约占当年全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的 1/3；技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4.4%提升至 2017 年的 10.8%。
4. 高新区也是国家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
2017 年，高新区出口总额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
为 19.1%，其中，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
比重高达 41.7%；高新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占全国的比重为 36.9%；高新区拥有外资研发机
构 2824 家、外籍专家 16427 人；高新区企业拥
有境外授权发明专利 3.4 万件，同比增长 23.5%；
拥有境外注册商标 6 万件，同比增长 12.9%。

十、 北斗三号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12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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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于
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
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
代。
（来源：锐科技）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8》发布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 2018》在北京发布。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8》评价
的对象范围涵盖至 2017 年底的全部 156 家国家
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评价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
于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火炬中心组织实施的国家高
新区年度统计调查。此报告数据为 2017 年度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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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家国家高新区内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2151
家，其中国家级 544 家，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
22.2%、18.4%；科技企业加速器 640 家，同比
增长 32.3%。众创空间达到 2545 家，同比增长
53.7%，其中科技部备案的众创空间为 867 家，
同比增长 55.6%。
6. 国家高新区在吸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方
面与硅谷地区相比依然存在差距，反映出国家高新
区整体创新创业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2017 年
硅谷地区风险投资额达到 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而 2017 创投机构年对国家高新区企业的
风险投资总额共计 37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3.6%。高新区风险投资总额仅相当于硅谷地区
的 39.3%，泛硅谷地区的 22.1%。

二、2017 年高新区创新能力指数表现
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资源集
聚、创新创业环境、创新活动绩效、创新的国际化
以及创新驱动发展 5 个方面的 25 个二级指标构
成。《报告》以总指数形式呈现国家高新区的创新
能力水平和发展状态,分项指数和二级指标分别在
5 大方面揭示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
发展绩效，同时也是对国家高新区整体和各省市国
家高新区群体创新发展现状的动态监测。
1.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升势强劲，尤其
创新创业环境指数加速上扬。2017 年国家高新区
创新能力总指数为 233.8，较 2016 年增加 34.7，
当年增幅创造了历史新高；五个分项指数整体保持
增长趋势，尤其是创新创业环境指数增幅达 85.2；
近三年来，五个分项指数的增长经历了从“不均衡”
到“相对均衡”的转变。
2. 各省份国家高新区群体差异明显，北京国
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水平最高，整体呈现“东强西弱”
的特点。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
4 省市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领跑，第一梯队的省份
全部归属于东部地区，第四梯队的省份全部归属于
西部地区。
3. 各省份高新区群体中安徽国家高新区群体
创新能力提升速度最快，后发地区的提升势头迅
猛，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问题在加速改善。报告数
据反映：安徽、湖南、贵州和辽宁增速迅猛，2017
年中部地区高新区创新能力增速最高，且连续两年
增速保持第一，西部地区高新区增长率由 2016
年的第四位攀升至 2017 年的第二位。
4. 国家高新区持续呈现出创新资源加速集
聚、创新主体加速发育、人才结构更加优化和人才
价值更好实现的特点。2017 年，国家高新区创新
资源集聚的五个二级指标均实现了增长，尤其当年
认定的高企数量取得了 50.2%的增长；高新区高
学历从业人员的增速（11.0%）和科技人才增速
（10.5%）均高于从业人员的平均增速（5.6%）；
2011 年-2017 年高新区“企业单位增加值中劳动
者报酬所占比重”指标一路攀升，2017 年达到
37.7%。
5. 国家高新区孵化载体建设进一步加速，创
业投资进一步活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台阶。
高新区孵化载体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2017 年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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