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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 

2017年

2017 年，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以“率先行动”计划为统领，以“三重大”成果产出为

中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推进深化“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围绕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

技问题，统筹全院力量，充分发挥人才与科技优势，取得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初步统计，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社会企业新增

销售收入 4080 亿元，新增利税 503 亿元；院所投资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4007 亿元、净利润 107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16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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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狠抓“重大产出”成果落地转化，示范应用亮点纷呈 

中国科学院围绕战略重点布局，狠抓“重大产出”，产出了

一批高水平、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相关

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清洁能源方面，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套煤基乙醇工

业示范实现产业化，标志着我国将率先拥有设计和建设百万吨级

大型煤基乙醇工厂的能力，对于缓解我国石油供应不足，石油化

工原料替代，油品清洁化、煤炭清洁利用及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具

有战略意义。低阶煤专项已落实 20 项工业示范项目，预计带动

社会投资 400 亿元，年产值 234 亿元，年利税 45 亿元。在智能

高端制造方面，高分子水润轴承技术通过军民融合发展，解决了

国防重大需求，并且推向民用；国内首条自主研发设计的人造金

刚石生产线和人造金刚石刀具制备线顺利建成，打破了国外对中

国高端市场的长期垄断；寒武纪人工智能芯片规模应用获业界关

注，完成 1 亿美元 A 轮融资，成为全球 AI 芯片领域第一家

独角兽公司。在公共安全方面，机场安检智能识别系统已成功示

范应用于国内 61 家机场旅客安检，覆盖超过 540 条安检通道，

该系统在全国吞吐量超过 3000 万人次以上机场的示范覆盖率达

到 80%，显著提升了安检通行效率与准确率。在现代农业方面，

海洋牧场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构建“互联网+生态牧场”生产

体系，近三年示范推广面积 45.6 万亩，经济效益 55.75 亿元；建

立渔业资源养护技术，经济生物种类增加 29-46%，资源量增加

两倍以上；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培育出高抗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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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小麦；培育出抗黄萎病的棉花新品种，结束了早熟陆地棉中没

有抗黄萎病种质的历史。在环境治理方面，研发了一系列大气灰

霾重点污染物控制前沿技术，研制的大气灰霾监测关键技术设备

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提供了重要的大气立体观测数据，是北

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会商重要依据；改性粘土治理赤潮技术实现

商品化与市场化，成功应用于厦门金砖峰会期间的赤潮应急处置，

保障了近海环境安全，并与智利公司签署了产品独家代理的购销

协议，走出国门。在人口健康方面，禽流感亚单位二价疫苗技术

和寨卡灭活疫苗技术实现转移，抗阿尔茨海默症、抗精神分裂症、

超长效抗糖尿病、前列腺增生药物、抗肿瘤创新药物等多种新药

的临床工作取得进展，肿瘤免疫靶向小分子抑制剂 IDO 的开发

许可权，以首付款、研发里程碑和销售里程碑付款共计 4.57 亿

美元另加销售提成的方式进行转让，是迄今为止我国制药领域金

额最大的院企合作项目。 

（二）推动创新载体多元化发展，促进“双创”工作成效显

著 

2017 年 9 家院属研究所（院）和 1 个共建单位获批“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占第二批示范基地获批总量的 10%。双创示范

基地已累计发起和管理基金逾 20 支，基金总规模超过 50 亿元；

其中仅西科天使基金规模近 40 亿元，首倡的“硬科技创业”理

念被社会普遍认同，“硬科技之都”已成为西安市发展的新名片。

双创示范基地举办各类创业创新大赛和创客培训近 500 次，服务

创客逾 20000 人；建设各类双创支撑平台近 100 个，累计孵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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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700 余家，其中已挂牌上市公司 7 家，带动社会就业逾 10000

人。预计到 2020 年，这 10 个示范基地将实现管理基金总规模超

过 200 亿元，服务创客超 40000 人，新增孵化 2000 家高科技企

业，培育独角兽企业超 10 家，带动社会就业超 50000 人。 

新设 STS“双创”引导项目，先后启动了两批共 41 个试点

项目。“双创”引导项目与“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配

合联动，支持研究所将科技成果转移至新创企业进行“二次开发”，

同时为新创企业提供“售后服务”以加速其发展，通过“创新-

创业”的形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终目标。 

进一步完善科技孵化网络布局。依托院内人工智能、光子技

术、生物医药、洁净能源、智慧城市等方面资源，建设或正在建

设专业技术、重点区域、跨境孵化、知识产权运营及科技服务平

台近 20 家，已在全国初步形成中科院孵化网络体系。统筹推进

55 个科发类院级非法人单元的建设和发展，利用现有产业化平

台，整合政府、市场等多渠道资源，探索建设新型孵化器和创客

空间，孵化创新型企业，提供投融资、行业资讯、仪器设备共享

等“一站式”服务。 

（三）加强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强化科

技成果有效供给 

聚焦中科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涉及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突破”，组织遴选了“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卫星移动通

信终端芯片研发及产业化”等 10 项新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

点专项。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突出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激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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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作用，引导科研成果“针尖式”落地转化。 

全面启动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稳步推进基金募集

工作。基金首期规模预计为 30 至 50 亿元，在直接投资具有突出

市场潜力的重点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同时，将围绕战略新兴产

业、结合区域产业布局，设立 20 至 30 支子基金，形成 200 亿左

右的基金总规模。基金已开展项目遴选与投资，已对接中科院成

果转化项目 500 余个，达成投资意向项目近 20 个，已签约投资

项目 10 个，跟进院内成果转化项目百余个。开始构建覆盖全院

范围的成果转化投资服务网络，优先关注和孵育中科院早期成果

项目，为具有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的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本，为

科研创业团队提供重要孵育服务，对所投项目在产业资源对接、

业务规划、人才培训、园区落地扶持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务；

以全球眼光、全国布局，汇聚一流前沿科技产业化项目，占据产

业发展的制高点，实现竞争优势。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面向中小企业推出“普惠计

划”，以中科院共享专利为抓手构建专利池，首批入池专利 775

件、入池和意向入池的企业 200 余家，共享专利近 200 件。此外，

还启动了“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活动，这是我国专利集中拍卖

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拍卖标的覆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新兴领域。首次推出“中

科院专利估值模型”，结合中科院专利特点，从专利先进性、技

术支撑度、市场关联度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针对每件专利产品对

应的产业规模，模拟该专利产品的上市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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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拟拍卖专利的预估值。已面向全社会发布 1006 件院属机构

拟拍卖专利。专利拍卖拟在 2018 年第一季度举行。 

（四）推进科技合作交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地方、行业和企业的科技需求，进一步发挥科技副职、

科技特派员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进中国科学院与地方科技合作的

深入开展，支撑服务了地方与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2017 年新

派任科技副职 32 人，目前共在任科技副职 90 人。建立了“两函

三表”为主线的管理制度，加强科技副职管理的流程化、规范化

和制度化。 

与多个省市自治区、部门以及若干大型骨干企业签署了科技

合作协议，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政产研深度合作，有效

促进了中科院科技成果在当地的集聚与转化。加强 STS 区域中

心建设，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支撑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建设相关工作。 

（五）倡导科技精准扶贫，全面投身扶贫攻坚战 

围绕国家“精准扶贫”重大部署，构建了定点扶贫+区域扶

贫的科技扶贫网络，成立了以白春礼院长为组长的院科技扶贫领

导小组，制定《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 4 个定点县开展科技支撑产业

调研和项目示范工作。张亚平副院长分别到贵州水城县和内蒙古

库伦旗调研定点扶贫。 

在前期实施产业科技扶贫的基础上，组织全院相关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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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实际需求，派出包括院士、专家在

内 103 名科研骨干，共 2700 余人次，对 3 个定点县 45 个乡镇进

行了为期 3 个多月的深入调研，完成每个乡镇及全县发展建议报

告，提出脱贫实施方案建议报告，为每个乡镇找准一个符合实际

的科技扶贫产业化发展项目及实施路径，为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量身打造”脱贫方案。针对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出精准

扶贫项目示范样板，加快贫困人口脱贫。在我国定点扶贫工作中，

此项工作属我院首创并率先实践完成。 

持续推进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 STS 重点项目为科技扶

贫提供“源头活水”，推动相关农业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服务

相关区域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在促进东北农业转型发展、淮北科

技增粮、山东设施蔬菜种植与保鲜、特色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取

得了良好效果。按照供给侧改革要求优化项目部署与管理，在生

态草牧业核心技术、高效生态农业、粮食和蔬菜绿色安全生产、

典型县域特色高值农业、高值特色水果采后品质控制技术、高通

量育种作物本体与环境快速检测等方面产出了高质量的科技成

果，在粮食安全、科技精准扶贫方面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 

（六）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嫁接，带动院成果转化 

新组建了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一带一路”和科技产业化

网络 4 家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聚集了中科院院所投资企业、

研究机构及地方政府、社会企业、投资机构、服务机构共 250 多

家单位，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嫁

接，带动中科院成果转化。2017 年，先进计算联盟 7 个项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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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发并完成验收，形成专利 20 余项，产品销售收入上千万元。

智慧城市联盟与昆明市签署合作协议，推动昆明经济转型升级。 

由原“中国科学院产业化信息网”升级改版的“中国科学院

科技产业网”正式上线，已开通中科院的 14 个分站、3 个地方

分站，配合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成功实现社会企业

与院所的成果调研对接，将为中科院科技成果对接市场需求提供

良好的线上线下发布及展示平台。 

（七）深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进一步推进全院公共技术支撑系统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

2017 年“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系统入网仪器设

备达到 8000 余台套，价值超过 110 亿元，涵盖 15 个大型仪器区

域中心，114 个研究所（中心）。全年使用机时突破 1000 万小时，

用户达 4 万余人，处理委托单近 60 万笔。进一步深化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的使用，2017 年平台运行稳定，累计注

册用户达到 20000 多个，全年新增课题申请近 5000 项，执行实

验近 6000 次。 

进一步加强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开放服务。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十三五”实验室体系发展规划》，

推进工程实验室发展建设，试点启动了 4 个院级工程实验室平台

项目。积极组织“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申

报工作，中科院计算所等获批新建大数据分析系统国家工程实验

室。 

（八）提升政策服务水平，释放创新转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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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全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专项调研

和督促检查。发挥多方面的力量，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对科技成果资产评

估备案做出调整，为促进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修

订完善《中国科学院及院属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简化

科技成果转化程序、释放创新活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简化下

放评估备案审批权限，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决

策的便捷高效。制定出台《中国科学院岗位管理实施办法》，进

一步下放岗位管理自主权，便利院属单位根据科技成果转化需要

设置相应岗位与差异化评价标准，进一步规范了院属单位科技人

员兼职工作程序及人事管理要求。编印《科技成果转化资产管理

模式汇编》，为院属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资产管理提供典型

案例参考与可行对策建议。 

（九）培养培训专业化人才，支持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完善知识产权教学体

系，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参与国家层面多项政策和法规研究，

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决策。坚持分层级举办知识产权专项培训班，

2017 年培训人员上千人次。全院现有院级知识产权专员 360 名，

有 60 家院属研究所建立了深入科研团队、具有专业特色的所级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体系，培养了所级知识产权专员 1080 名。截

至 2017 年底，全院从事知识产权管理、转移转化与服务工作的

人员已接近 2000 人，其中专职 310 多人，兼职 1600 余人，知识

产权分析、管理、保护与运营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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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国际人才计划（PIFI）品牌效应，于英国白金汉宫举行

了首次国际人才计划专场宣讲会，新增了特需人才计划，重点引

进我院和国家亟需的技术、管理、产业化的专门外国人才。建立

了国际一流的外国人才对接引进平台，成为外国人才了解、接触

中科院的开放窗口，也是院属单位宣传、接洽、遴选全球科技人

才的工具平台。 

持续推进“科教融合”专业学院建设，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完善多元化学科与课程体系建设及

培养模式，推出“企业定制班”、“企业导师+学术导师”双导师

指导制、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等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新

模式与应用型培养平台，为相关区域、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输送

高层次重要人才。 

部署了第二批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产研人才扶持项目”，

支持科技人才联合高技术企业，面向石油化工、工程技术、新药

研发、新型材料等国家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重要领域开展合

作研发。 

（十）完善境外转化平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顺利揭牌运行，是我院首个以

促进国内外联动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为目的的境外机

构。与“一带一路”核心国际组织开展多边机制化合作，多项转

化项目正在推进当中。中-斯科教中心、中亚药物中心等境外机

构继续在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国际伙

伴计划，支持面向“一带一路”地区技术转移转化项目 5 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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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医疗设备、能源开发、新能源、荒漠化防治等领域。布局“一

带一路”合作项目，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在“一带一路”国家落地

转化。截至目前，“一带一路”专项共计部署转移转化类项目 19

项，涉及民族药研发、清洁水技术、低成本医疗、传染病防治、

资源矿产开发、绿色技术等领域。 

2018年，中国科学院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专项行动”重点工作，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

重大战略部署紧密衔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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