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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为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支撑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碳达峰碳

中和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为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技

创新支撑。 

摸清问题，掌握需求。6 月 28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组织生

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部分盟市、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区内区外高等

院校专家学者召开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座谈会，探讨碳减排问

题及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创新需求。 

加强对接，择优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与多家国家科研院所

和高校、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对接。经择优比选，确定由上海交通大学

副校长、碳中和研究院院长黄震院士团队牵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绿

色低碳中心团队配合，共同研究编制行动方案和技术路线图。 

确定方向，编制方案。在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

业大学等区内外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的建议意见基础上，启动《内蒙古

自治区科创领域碳达峰专项行动方案》编制工作，重点研究提出科技

支撑碳达峰的重点方向、技术选择、发展路径等。 

精准发力，技术攻关。针对自治区节能低碳、减污降碳、生态碳

汇问题与创新需求，组织开展绿色低碳重大关键技术攻关。2021 年，

在氢能、大规模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生态环境领域的

19 个研究方向安排 20 项重大专项，支持经费 2亿元。由企业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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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储能电站协调运行控制、大功率风氢储系统高效集成、二氧

化碳地质封存、煤化工电力冶金行业 CO2 减排等技术攻关。 

下一步，科技厅将重点开展如下工作：一是系统谋划碳达峰碳中

和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全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加快

编制分工方案和技术路线图，保质保量完成党委政府部署的任务。三

是以“科技兴蒙”为统领，强化与大院大所的创新合作，加强碳达峰

碳中和领域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团队培养。四是举办碳达

峰碳中和科技创新高层研讨会议，针对本区实际请国家高层次专家提

出内蒙古解决方案。 

青岛市推动场景驱动“常态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青岛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重点发挥场景驱动对产业发展和企业培育的助推器作用，

通过发布清单、项目入库、场景对接、政策推送等手段，持续强化科

技赋能，实现场景驱动“常态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着力建立机制，常态发布场景清单。青岛市依托制造业门类

齐全优势，梳理本地场景优势，建立统筹场景机制，分行业、分领域

动态建立“产业场景”“未来城市场景”两张清单。遵循“全市通用、

全球共享”模式，每个季度常态化发布不少于 200 个“产业场景”和

50 个“未来城市场景”，实现解决方案最大化分享、供需信息全方位

沟通。首次公开发布 500 个“产业场景”清单中，智能应用需求占比

40.5%，智能软件需求占比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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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着力夯实基础，滚动收集入库项目。继流量、数据之后，场

景成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资源，场景驱动成为新趋势。青岛市组

织科技、工信、大数据等部门全面摸底，共梳理 3122 个产业入库项

目，入库项目中规上企业超 2000 家，占比 59%。通过场景吸引平台

企业、传统企业、专业服务商等企业集聚，带动企业、研究机构、高

校间跨界创新合作，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作

用，滚动收集入库项目，进行摸底配对，为实现供需双方精准高效对

接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着力突出实效，定期组织场景对接。为确保场景应用取得实

效，青岛市组织各区（市）分批举办“产业场景”对接会，面向全球

邀请科技创新生态“合伙人”来青共谋发展。目前，已分别在城阳、

西海岸、胶州等多个区（市）举办“产业赋能”场景对接会，海尔卡

奥斯、深兰科技、西门子等 80余家优秀服务商参会，两次场景对接

会近 200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智能软件、系统集成、工控安全

等多个领域。通过系列“产业场景”对接会等活动，推动科技赋能更

多应用场景。 

四是着力提升服务，精准推送政策产品。围绕打造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出台《关于强化科技引领加快推进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若干

政策措施》，其中财政支持重点向场景示范应用倾斜，通过政策促场

景落地。同时，构建常态化政策宣讲机制，分小组赴区市针对性开展

专题宣讲，解读“产业场景”“未来城市场景”清单等科技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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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精准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实现从

“给政策”到“给机会”的转变，进而在场景开放、技术研发等方面

领跑新赛道。 

山东持续强化创新环境不断释放创新活力 

近年来，山东省科技厅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资金整合，集中财力支

持重大科技项目。自 2020 年起，省级财政每年设立不少于 120 亿元

科技创新发展资金，2021 年增长到 132 亿元，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一是积极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实施近 300 项

重大项目，在国内率先探索以实际贡献和创新质量为导向的科技奖励

评价体系，推行科技攻关“揭榜制”、首席专家“组阁制”，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氢进万家”“北斗星动能”科技示范工程落

地山东，山东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示范省份。 

二是强化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支撑作用。成功创建国家高速列车技

术创新中心和潍柴集团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2家领域类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数量居全国第一位；积极构建“1313”四级实验室

体系，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21 个，省实验室(筹)6 个，省重点

实验室 239 个；先后成立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术研究院、能

源研究院“新三大院”，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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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46

万家，年均增幅达到 30%以上；探索设立省会、半岛、鲁南 3 个科创

联盟；布局建设 30家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300 家省级备案新型研

发机构，带动产业增加值超过 1028 亿元。 

建强创新主体 福建省按下迸发原始创新活力“快捷键” 

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靠创新，一味跟跑是行不通的。习近平总书

记来闽考察对福建提出“要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福建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始终把创新摆在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目前，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指数位列全国

第 4 位，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和科技创新环境指数均居全国第

9 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3 年的 1.44%增长到 2019年 1.78%

（2020年预计 1.9%），特别是近三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8.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 6 个百分点，位居东部省份第一。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驶上“快车道”。福建省坚持“像扶持企业上

市一样地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目前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6485 家，

增加至 2015年的 3倍多，年均增幅 22%以上。全省入库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达 3700 余家。2019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工业产值突破 7000

亿元，研发投入占全省企业研发投入的 2/3，创造了全省近 50%的发

明专利，已成为全省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和成果应用的主力军。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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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专项行动，已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 2816 家、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292 家。 

双创平台建设趋向“专业化”。福建省加快发展新型孵化模式，

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备案总数达 178家，其中省级孵化器 50家、国

家级孵化器 21 家。孵化器总面积达 34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3754 家，

当年获得投融资总额 15.3 亿元，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1.7万件，吸纳

就业人数 4.73 万人。全省各类众创空间达 500多家，其中省级众创

空间 27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73 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 4

家。全省众创空间总面积 124.4 万平方米，常驻的创业团队及企业

7970家，当年获得投融资总额 9.3亿元，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1.1万

件，吸纳就业人数 4.6 万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结出“丰硕果”。福建省持续推进国家技术转

移海峡中心和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福建中心建设，发挥中科院 STS福

建中心平台功能，已推动中科院系统 32 个研究所的 186 项科技成果

在省内落地转化。目前全省拥有省级技术转移机构 80 家，其中国家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1 家；省级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 21 家，省级产学

研合作示范基地 42家。全年新增省级以上技术转移机构 26 家，全省

共登记技术合同 10943项，成交额 18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55%、

25.98%，全省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连续五年破百亿元。组织开

展省科学技术奖评选，每年度约有 200 项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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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结合启动“新引擎”。福建省积极探索“银政担”模式

为科技型企业增信，提高政策风险分担比例。扩大“科技贷”合作金

融机构和服务对象，增加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开展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贷款试点，充分发挥 6亿元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作

用，拓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截至目前，已与省内 16家金融机构

开展“科技贷”业务合作，累计发放贷款金额 108.6亿元、服务科技

型企业 1500家。其中，2021 年已发放贷款金额 19.24亿元、服务科

技型企业 388 家。 

甘肃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有新举措 

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科技领域改革相关政

策，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

新的制度环境，甘肃省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7 月 13 日，甘肃

省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甘肃省科技厅、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人

社厅、甘肃省政府国资委共同介绍《若干措施》制定的背景意义、主

要内容及亮点特色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引导性、激励性，主要包括加

强平台建设、完善投入机制、促进成果转化、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完

善科技管理和评价机制、提升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培育、强

化组织保障等 8个部分 39条 83个政策点。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培育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解决低水平交叉和重复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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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布局不足，现有省级创新平台存在重复建设

和创新资源聚焦不够的现象，既分散了有限的创新资源，也不利于集

中力量破解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若干措施》提出，培育建设

重大科学装置、试验设施和国家创新基地，优化重组省级创新平台布

局，按照科学与工程研究等类别优化布局、整合重构现有各类创新平

台。二是建立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解决财政科技投入

不足的问题。《若干措施》明确了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指标，充分发挥

财政科技投入引导激励作用，提出到 2022 年，甘肃省、市、县三级

本级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分别达到 2%、1.5%、0.5%

以上，到 2025 年，分别达到 2.5%、2%、1%以上。三是培育企业创新

群体优势，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近年来甘肃省持续加大对

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但企业与高校院所尚未形成体系化、任务型的

协同创新模式。《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依托技术创新资源整合能

力强的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企业创新联合体，集聚行业上下游中小

企业和高校院所科研力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升级。对企业创

新联合体实施“靶向扶持”，每年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给予不低于 1000

万元支持，持续支持 3 年。四是优化科研管理，解决创新活力不足的

问题。针对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引育难”、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

性不高、科研经费报销难等问题，《若干措施》通过放宽高校院所用

人自主权、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

试点、对国有企业重点科研团队工资总额单列、实行科研经费“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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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创新活动自主权，激发创新活力和

动力。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若干措施》的有效实施，必将为

甘肃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大力提升科技创新对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引领能力，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下一步，甘肃省将在强化

政策落实和提升政策执行力上狠下功夫，全面做好政策的解读和宣

传，尽快制定出台《若干措施》配套实施细则，确保创新政策不折不

扣落地落实。 

安徽省科技厅推进实施“六大科技行动” 构建“六大创新体系”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要求和“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科技创新攻

坚力量体系的决策部署，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出台贯彻落实加快建设

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实施方案，启动推进实施“六大科技行动”，

构建科技创新攻坚力量“六大创新体系”。 

一是实施科技创新主平台建设领航行动，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体系。深入实施国家实验室建设专项推进行动，完善全链式服务保障

机制和支持政策，争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路先锋；加快建设引领全

省的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完善示范区建设领导体制、运行机

制和支持政策，打造以合肥为核心、芜湖和蚌埠为两翼、各市多点支

撑的“一核两翼多点”区域创新空间格局；支持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建设。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11 

二是实施贯彻落实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构建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创新体系。落实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研究制定安徽

省实施方案，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统筹布局，提升基础研究

体系整体效能；培育创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坚持创建与培育同步，

打造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矩阵；建设多层次前沿交叉研究载体，培育创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支持“双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

促进高校、创新平台与科研院所之间交叉融合发展。 

三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行动，构建产业创新体系。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牵引，创新省科技重大专项管理机制和支持方式，综合采

取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竞争赛马等方式，构建多元化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机制；大力培育企业创新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建

立健全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梯度培育服务体系，实施差异化扶

持政策，分类推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积聚；厚植产业发展新动能，

强化科技支撑和应用示范，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首位产业，深入推

进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实施“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行动，构建成果转移转化应

用体系。加快建设安徽科技大市场，坚持“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

利用市场化机制、信息化手段，搭建全省技术交易平台市场体系；加

强科技成果服务能力建设，制定以实绩为导向的科技中介服务扶持政

策、评价办法，鼓励各类科技服务机构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第三

方服务；争创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打造全国科技成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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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区和辐射源；深化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构建政府性基金、科技信

贷、风险投资、科技银行、上市融资等科技金融产品服务体系，服务

链接“科创+产业”。 

五是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

系。共建平台、共担项目，加强与沪苏浙等创新资源对接，创新体制

机制，加快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开放共享推动创新资源

高效配置，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规划会商机制，加强专项规划和科技

计划协调联动，建立统一的科技计划管理信息平台，促进科技报告和

科技成果信息共享；落实加强科技交流提升开放合作能力实施方案，

深化提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能级。 

六是实施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环境优化行动，构建人才支撑体系。

建设体制最优机制最活创新创业高地，深化科技“放管服”改革，优

化科研项目过程管理，大力推进科技管理职能转变，试点推行科研管

理“绿色通道”、财务报销责任告知和信用承诺制、基于信任的科学

家负责制等；启动实施“黄山人才”行动，扩容升级省高层次科技人

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扶持计划，优化人才使用评价激励机制。 

为推进实施好“六大科技行动”，构建“六大创新体系”，安徽省

科技厅成立由厅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全省科技

系统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合力推进机制；强化督查考核，把科技创

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有关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省科技厅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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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督察检查和目标考核重点内容；完善保障措施，出台实施若干

政策和专项工作方案、制度或办法，形成“1+N”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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