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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着我国科技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丰富

的具有战略意蕴的科技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 “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

目标; “创新、创新、再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根本方向; “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 “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
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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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我国科技

发展的基本目标、根本方向、动力源泉、重要途

径和关键点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丰

富的具有战略意蕴的科技思想。习近平同志科技

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相符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路径，为我国科技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指明了

方向。
一、“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是我国科

技发展的基本目标

1． 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导作用更加突出

习近平同志认为，一部人类文明编年史，就

是一部工程科技创造史。回顾人类文明史，人类

社会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螺旋上升的农业文明和

工业文明时代。在每一阶段文明进程里，人类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与同期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高低紧密相连，而工程科技又扮演了

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动力因素的角色。换言之，

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展望未来，科技和人类生存将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 “工程造福

人类，科技创造未来。”〔1〕时至今日，人类衣食

住行等方方面面都打上了工程科技的烙印。在习

近平同志看来，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它

是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习近平同志

主政浙江期间，规划和领导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

修建。杭州湾跨海大桥激活了苏浙沪经济圈，它

的直接影响是交通上的天堑变通途，更深层的意

义和价值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由此扩

散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

才颇有感触地谈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2〕这是因为，工

程科技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决定要素有很多。习

近平同志特别关注科技在一个国家强盛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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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作用。从科技的视角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

史，习近平同志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励

精图治求变求新，但还是免不了任人宰割、一败

再败，最终国将不国，民族危亡，民不聊生。以

史为镜，可知兴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洞

开晚清政府国门后，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警示教

育课，我们从中悟出了一个真理，经济总量的大

小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硬性指标，人口规模

的大小和疆域面积的大小也不是民族强盛与否的

完整体现。而科技，却是检验一个民族强盛与否

的重要试金石。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总 结 道:

“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

落后。”〔3〕反言之，一个民族要强大，一个国家

要发展，就 要 不 断 重 视 科 学 技 术、发 展 科 学

技术。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

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科技的创新驱动

能力、科技在实现国家强盛方面的能力已经不断

得到彰显。为此，习近平同志坚定地认为: 要实

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

移走科技强国之路”〔4〕。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

力，而且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于首位的因素。纵

览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表面是综合

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对此，

习近平同志强调: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

是民族进步之魂。”〔5〕

二、“创新、创新、再创新”是我国科技发

展的根本方向

1．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

一个民族持续的发展进步，一个国家长期的

兴旺发达，背后的灵魂和不竭动力一定是创新。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或者丧失了创新能力，它在世

界民族之林中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习近平同志深

情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

国古代有很多诸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关于创新的

句章。中国人的创新成果比比皆是: 中国人在世

界上最早利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中

国人探索出了“四大发明”; 中国人学会了从谷

物中提取琼浆玉液的酿酒技术; 中国人掌握了烧

制精美瓷器的陶瓷技术等等。这些创新成果不仅

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即

便是靠有限的传播方式，其中一些创新技术成果

也得以输出到欧亚大陆进而进入世界各地，深刻

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因此，有学者认

为，“古代中国在科技交流中经常是以捐赠者的

身份，向欧亚大陆传播其科技发明，进而影响世

界文明的发展”〔6〕。
2． 科技 发 展 的 方 向 就 是 创 新、创 新、再

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是粗放

型的扩张，传统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低产

出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三高一低”的老路走不

通了，必须积极探索新的出路。出路的关键在于

依靠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的关键源于不断创

新。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 “我国科技发展的

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7〕创新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表明了

党治国理政的崭新理念。习近平同志把科技创新

的地位给予空前提升，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提高最终要靠科技创新作为战略支撑，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须是依靠科技创新。如何

进行创新? 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

抓基础工作。各级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要高度重

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增强科技成果的原

创理论含金量; 注重平台建设，加强科学基础设

备、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科学研究的基础性、系

统性和前沿性工作。二是抓系统工作。坚持从我

国实际出发，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

源，有重点地参加国际大科学装置和科研基地及

其中心建设和利用。三是抓重点工作。每个时代

都有独具特色的科研工作，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动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

展的战略机遇，选准选优科技发展领域和优先方

向，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在创新的背

后，习近平同志更关注观念和意识的重要性。他

认为: 重要的是要 “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8〕。
创新理论和创新成果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不会

归一个民族和国家专享。如果没有创新理论和创

新实践 的 自 信，永 远 只 能 邯 郸 学 步，步 别 人

后尘。
三、“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1． 科技创新和改革密不可分

世界上的科技成果积累至今，如星河般灿

烂，任何一项科技成果都是科技创新的结晶。事

实上，世界通史告诉我们，科技创新与同时代的

社会及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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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提及古代西方的工程科

技成果，如古埃及时期的金字塔、古希腊时期的

帕提农神庙、古罗马时期的斗兽场、印第安人修

建的太阳神庙、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的泰姬陵

等。他也经常谈及中国古代的工程科技成果，如

北方的万里长城、四川的都江堰、横贯南北的京

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近代以来，科学发现和社

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关联更加紧密，科技与人类生

存关系更为紧密，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18 世纪、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分别经历了三次

产业革命。习近平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工程科技

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

革，都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这其

中根本的因素在于改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各领

域改革的深入推进带来的工程科技的进步使人类

生产生活空前便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

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巨大福祉。
2． 改革是科技创新的点火系

近年来我国专利保有量不断上升，科技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但是，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短板，导致转化不给

力、不顺利和不流畅。重要原因在于现行的一些

体制机制给科技创新设置了重重关卡，造成了创

新和转化的诸多环节不能有效而紧密的衔接。为

此，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创新存在的

诸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 “如果把科技创新

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

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9〕从大破大立的角

度看，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体现了如下改革思路:

一是正视并重视思想和制度问题，要勇于并敢于

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思想障碍和制度桎

梏: 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妥善处理好政府和

科技市场的相互关系; 三是着眼于科技深度融合

进经济社会发展，明确国家强在于经济强，经济

强在于产业强，产业强在于科技强的基本逻辑;

四是创立科技发展体制保障，建立健全国家创新

体系，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
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是我国科

技发展的重要战略

1．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具备良好

的国内环境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科技发展要 “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目前，我国具备了 “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有利国内环境。首先，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积累了较为丰盈的物质财富。马克思主义认

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

质财富是我们集中力量在科技领域办大事的重要

基础。其次，我国有丰富的人才储备。科技蓝图

描绘之后，科技人才就是决定性因素。科技人才

储备越多，科技发展的后劲才越足。第三，经过

若干年努力，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大

幅度提升，科技基础较为坚实。一些重要领域已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以高铁和核电为代表的某些

领域正由先前的亦步亦趋向并驾齐驱、引领时代

潮流转变。第四，我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

期，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信息化扑面而来，城

镇化热火朝天，农业现代化成果喜人，自主创新

发展空间极其广阔，科技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了前

所未有的强劲之势。因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科技决策有利于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造福于国家和民族。
2．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重要

举措

习近平同志认为: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

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10〕中华民族现在比

近代以来任何时期都要更加接近于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大国兴衰沉浮的历

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势必冲击着现

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地缘政治关系发生

变化，因此这个国家发展势必遇到种种阻力和压

力。中国当下面临的阻力和压力，比历史上其他

国家崛起时面临的阻力和压力都要大得多，复杂

得多。所以，中国从这个经验看，必须审时度

势，牢牢抓住战略时机，善于决断。今天，科技

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摆在了中国人面前，我们必

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科学技术是世

界性的、时代性的。如何 “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习近平同志首先向阻碍科技发展的体

制开刀，他坚持认为必须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

提高的障碍，彻底清除沉积在科技和经济转移转

化通道上的体制淤泥。习近平同志在科技发展上

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提出优先支持

的科技领域一定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给经济增长点开辟一片新的天地，突破制约我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此外，习近平

26



同志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提出要不

拘一格降人才，发挥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在全

社会充分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

社会氛围。
五、“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

的位置”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点

1． 千秋基业人才为要

科技创新和社会环境相关、和科技体制密不

可分，但是，人自始至终是科技创新中最关键的

因素。我国既是人力资源大国，也是智力资源大

国。常言道“心之官则思”，大脑的功能主要是

进行思考。我国有近 14 亿人口，14 亿颗大脑中

蕴藏的智慧资源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说知识就是

力量，那么，也可以说人才就代表着未来。习近

平同志指出: “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11〕人才

成长规律表明，伯乐相马，更重赛场识马。一个

国家要想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须

善于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和凝聚人才。发现人才

要交由创新实践来完成，培育人才要交由创新活

动来完成，凝聚人才要交由创新事业来完成。习

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是我们

引以为豪的人力资本。但同时，我国科技队伍建

设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就是创新型

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总体而言，我国缺乏世界

级科技大师，理工科世界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存

量稀少，储备不足，部分领域的工程技术人才培

养同经济社会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因此，习近

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

新最优先的位置。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国家和

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基业。
2． 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

位置

科技创新的实现，少不了科技人才资源的开

发。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从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入

手，进行人才资源开发。他的机制改革思想体现

了过程和目标的统一。一是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

关系上，尊重个人劳动，鼓励发挥一技之长，也

推崇把竞争和合作相结合，实现人才资源合理配

置，流动有序。二是在处理中外人才关系上，坚

持独立自主，深挖内部潜力，同时要筑巢引凤，

有广招天下英才的胸襟，积极主动创造有利条件

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为我所用。三是在处理体

制内外关系上，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宽松的

内外体制氛围，科技界内要春色满园，社会上更

需要万紫千红。
习近平同志强调，那些把毕生精力献给我国

科技事业的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我

国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人才是 “国

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12〕。在中

国科学院大会和中国工程院大会上，习近平同志

盛赞这些院士们理想追求远大，科学精神坚忍不

拔，品德风范高洁。为了更好地发挥院士的作

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院士制度提出了改革

方向和举措，主要突出了学术导向，以期激励科

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

此同时，习近平同志还嘱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在政治待遇上、工作环境上、生活安排上主动关

怀、积极支持、热情关心以院士为首的科技工作

者，努力当好“后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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