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全省科技创新大事记
暨河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成绩单



壮阔东方潮

创新强国路

前 言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党的百年辉煌历史也是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壮大的奋斗史、成长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全局谋划和

系统部署，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创新实力整体提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

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攀高峰，我国科技事业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探索实

践了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科技创新成为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纪实

向科学进军
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

1949年 中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响彻历史的天空。

1949年 10月31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与此同时，各地人民政府在

接管旧中国留下的科研、试验机构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恢复、调整和建立当地的研究机构。到1956年，

全国共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000余人。

1958年 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各地也相继成立地方科学技术委员会。

1958年 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

1959年 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

1961年 4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委拟定《关于自

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

搞科研工作；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

1964年 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65年 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66年 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

1967年 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1970年 “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2年 屠呦呦带领团队展开科研攻关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东方红一号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

1978年 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2年 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1983年 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1985年 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

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1986年 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实施863计划、星火计划。

1988年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当时被称为是继“两弹一星”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1991年 启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国务院印发《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在各地建立2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拉开了我国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序幕。

 实施攀登计划。

1993年 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

199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科学的春天来了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逐

渐深入，对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1985年邓小平作出重要讲话召开全国协作攻关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纪实

1995年 5月党中央组织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的号召。

1996年 中宣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印发《关于开展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

1998年 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到2007年，被国际上收录的科

技论文为1998年的4.3倍，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7.6倍，共获得国家

奖励314项。

1999年 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

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

 376个中央级技术开发院所实行企业化转制。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国务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2000年 265个部门属公益类院所实行分类改革。

2001年 设立全国科技活动周。

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

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颁布实行《科学技术普及法》。

2003年 设立全国科普日。

“科教兴国”奏响时代强音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科教兴国战略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支点。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谋

篇布局，让属于科技的高光时刻加速到来。

2004年 6月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院院士大会隆重开幕。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2月24日胡锦涛分别看望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杨乐；12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12月

29日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2006年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国务院发

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

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发展指导方针。

 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

目标。

 站在历史的门槛回望，《规划纲要》不仅留下了极具前瞻性的16个科技专项，也为此后的3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基

本框架。一些科技战略思想亦有较大突破，比如科技和经济结合、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等。

创新型国家扬帆起航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由最大制造业国家驶往主要创新型

国家，中国巨轮已经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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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4年 6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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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

发动起来”。

 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改革涵盖一半以上民口中

央财政科技经费，涉及近40个管理部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6年 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并

做出具体部署。

 8月1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017年 我国构建了用于求解“玻色取样”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

估改革的意见》等，形成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的评价导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支撑科技强国建设

在阔步迈向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中，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十九大明确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号召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战略方针和谋划部署一脉相

承、与时俱进。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LAMOST巡天望远镜

我国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2019年 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

“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我国科学家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霍尔效应，入选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与“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这种新

的宏观量子效应具有无耗散、相干、叠加、拓扑等量

子特性，有望应用于未来的拓扑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

传递。

 LAMOST成为世界上首个发布光谱超过千万的巡天

望远镜。

 8月1日，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新

型类脑计算芯片——“天机芯”芯片，而且成功在无

人驾驶自行车上进行了实验。

2020年 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

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三点工作意见：一是充分认识

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二是加快解决制约

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三是大力弘扬科学

家精神。

 我国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

求解。

2021年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走进新时代

建设创新型河北

前 言
河北，一片红色的革命热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河北建

立；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河北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创新摆在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位置。

在河北这片热土上，处处回荡着共产党人惊天动地的激越交响。当今的

河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生机盎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科技事

业蓬勃发展，科技实力显著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中期，在中共河

北省设立科学处，负责制定全省科技工作方针、

政策。

1950年 唐山钢厂首次在我国实验成功酸性转炉与电炉双联

炼钢法。

1951年 6月22日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会议。

1952年 7月唐山钢厂实验成功侧吹碱性转炉炼钢，是我国

炼钢技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1953年 3月31日我国第一台自动轨道检查车，在唐山机车

车辆修理厂制造成功；张家口烟厂在国内首次研制

成功烟叶人工高温发酵，获得轻工业部奖励。

1954年 4月我国第一台25马力锅驼机在石家庄动力机械厂

试制成功，获华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一等奖。

1955年 12月27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自动化水电

站—官厅水电站建成发电。

1956年 11月我国第一座岩粉场—峰峰市岩粉厂建成投产。

1957年 1月26日唐山德盛瓷厂暖气片车间制造成功瓷暖气

片，系全国首创。

1958年 4月30日石家庄市动力机械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动力铸铁锅炉；9月石家庄电信局研制成功国内第

一套自动电话交换机。

1959年 河北省和天津市联合举办了建国十年大庆全省科技

成果展览。

1960年 河北省科委在天津举办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保密

展览。

1961年 8月7日省科委在天津召开了各专、市科委、科协工作

会议，重点研究专区以下科委、科协和科研机构的调

整问题。

1963年 10月驻石家庄国防部第十院第十九研究所成功研制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第一代遥控设备；成功研制

出我国第一套12路模拟散射通信设备；同年还研制成

功我国第一个海上无人驾驶爆破艇遥控工程并在1978

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0月驻石家庄国防部第十院

第十七研究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时间统一勤务系统。

1964年 11月20日石家庄电信局建成我国第一套国产“对称电

缆60路载波系统”。

1965年 固安农机厂与北京地质学院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冲

击式120型打井机；9月23日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在保

定建成投产，建成我国第一条磁带生产线。

1966年 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试验成功无槽垂直引上法玻璃生产

工艺，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7年 邯郸石油化工机械厂首次采用爆破成型新技术，生产出

大直径铝合金封头。

1968年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装备、年产245万吨原煤

的邢台煤矿大型竖井建成投产。

1969年 武安县造纸厂首创用麦草浆试制35克薄凸版纸，填补

了我国造纸工业的一项空白。

1970年 6月改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赶超办公室。

1971年 又改称科学技术局；1973年恢复省科委。

1972年 河北省地质局第十地质大队发现锰方硼石，填补

我国一项空白。

1973年 保定变压器厂、保定玻璃厂、第一机械工业部机电

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制生产YG-25型

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4年 华北无线电设备研究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远程

导弹靶场安全遥控系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5年 开滦煤炭科学研究所研制的喷射旋流式浮选机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

1976年 驻石家庄国防部十院十九所研制的复合多模喇

叭，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并获国防部1978年特

等奖和河北省197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1977年 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利用自行研制的高压单晶炉，

生产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磷化铟材料，并获

1978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 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建成。

1979年 6月1日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召开河北省科技成

果奖励大会，共奖励了在1977年至1978年两

年 涌 现 出 的 1 3 3 0 多 项 科 技 成 果 中 评 选 出 的

299项成果；12月17日省革委召开全省科技

工作会议。

1980年 10月25日省科委制定《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管理试行办法》。

1981年 河北省新技术推广站成立，重点任务是推广国

家“六五”期间四十项新技术计划项目。

1982年 3月3日省政府召开广招人才会议，提出从省外

招揽一批科技人员。

1983年 3月11日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成立省科技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委。

1984年 5月2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试行）》。

1985年 10月7日全国地方科学院首届科技交流交易会

在省科学院举行。

1986年 10月14日河北科技大厦开业典礼及华北地区技

术成果交易会在石家庄举行。

1986年 国务院发来贺电、国家科委（科技部）发来贺

信，把我省开发太行山开创的“科技进山，振兴

贫困山区”的做法和经验誉为“太行山道路”。

1987年 12月省委、省政府制定《河北经济发展战略概

要（草案）》，启动实施“科技兴冀”战略。

1988年 省科委派人参加三十七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

博览会，河北省获得大奖一个、金牌两个、银

牌四个，在全国参展，省、市中居首位。

1989年 1月29日省政府颁布《河北省技术市场管理办

法（试行）》。

河北省科技事业发展大事件



河北省科技事业发展大事件

1991年 3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石家庄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1992年 12月20日保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家科

委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3年 1月2日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开展93河北科技

进步年活动的决定。

1993年 9月20日河北省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科技志书

《河北科学技术志》，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1994年 1月6日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表彰会在保定召开。

1995年 5月11日省政府批准成立河北省专利管理局，承

担全省专利工作。

1996年 1月20日国家科委批准河北省成立全国唯一的国

家半干旱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北方半干

旱农业工程技术中心。

1997年 10月25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

过《河北省专利保护条例》。

1998年 省科委主办“98京津冀技术项目对接会暨新产

品新技术交流会”。

1999年 6月18日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石墨厂自主研发

的方棒机切出第一根单晶硅方棒，填补了国内

同行业空白，结束了国内不能加工太阳能级放

硅片的历史。

2000月 河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改为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2002年 唐山隆达集团生产无铅釉骨瓷成果。突破了制约国内高档

日用陶瓷发展的瓶颈和日用出口美国和欧洲的技术壁垒。

2003年 11月由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公司、秦皇岛耀华国投浮玻璃

有限责任公司，燕山大学合作研究的浮法玻璃生产过程工

艺、检控与在线低辐射玻璃工业化生产技术开发项目获得

成功，为中国平板玻璃行业产品升级和产业机构调整闯出

一条新路。

2004年 5月28日河北省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粮食丰产科技

工程”示范省。

2005年 8月8日河北科技统计网开通，河北省在科技统计数据开发

利用方面进入全国前列。

2005年 12月依托燕山大学建立的河北省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

实验室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实现河北省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零的突破。

2006年 我省共有6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7年 共有261个国家科技项目落户河北，争取国家科技经费3.7

亿元，比2006年翻了一番。

2008年 10月6日我省正定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被认定为首批13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之一。

2009年 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石家庄铁道学

院参与完成的青藏铁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是我

省有关单位首次获得年度国家科技奖项最高奖。

2010年 8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发布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首批32家实施单位名

单，我省石家庄、唐山位列其中。

2011年 8月18日新奥气化采煤有限公司承担的“煤炭地下气化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正式列入国家863计划。

2012年 8月9月河北高校与央企合作共建重点实验室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8所高校与10家央企成功签署了14个合

作共建重点实验室协议。

2013年 我省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75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69家，首次突破1000家。

2014年 我省技术合同总成交额182.95亿元，较上年增长42.87%，其中输出技术3235项、成交额29.87亿元，

吸纳省外技术6125项、成交额153.08亿元。

2015年 10月8日，省科技厅公布我省第一批省级众创空间名单，20家众创空间为首批省级众创空间，10家众创空

间为河北省重点培育众创空间。

2016年 7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北省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

2016年 8月25日，省科技厅公布我省首批省级星创天地备案名单，共157家运营主体获得备案。

2017年 省科技厅公布2017年度首批河北省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备案名单，共276家企业获得备案。

2018年 11月23日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在天津正式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合作建设协议》。东

旭集团完成的“光电显示用高均匀超净面玻璃基板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实现我省主持研发的统一项目一等奖零的突破。

2019年 5月6日，承德市获国务院批复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成为全国6个示范区之一。

2019年 9月26日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建成并试运营。河北以岭医药研究所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省连

续两年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20年 全省共登记科技成果3216项。应用技术类成果3002项，占登记总数的93.35%。

2020年 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144家，其中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15家,数量排全国第4位。

1993年河北省第一本科学技术志 央企实验室签约 参观展交中心 2020年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



高新技术企业由“十三五”初期的

1628家跃升至9400家，由全国第13位

提升至第9位。建立全链条服务体系扶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典型经验做法受到

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科技型中小企业

数量已达8.7万家，是“十三五”初期的

3 倍 。 创 新 资 源 集 聚 效 应 加 速 放 大 。

2020年首批认定34家科技领军企业，长

城汽车、以岭药业、君乐宝等一批科技领

军企业涌现，龙头企业创新引领作用日益

增强。

创新主体实现迅猛发展

1628家

9400家

全国第13位

全国第9位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十三五”初期 2020年

8.7万家

增
长
3
倍

高新技术企业由

“十三五”初期 2020年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从全国第24位增长到第20位，排名实现连续攀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2015年的1.18%增长到1.7%，增幅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由2015年的

46%提升到2020的60%。在新材料、中医药、机械动力学、作物育种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关键核心技术成果，2018

年、2019年连续两年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历史性突破。

“十三五”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省科技创新工作进入最快最

好发展时期，创新型河北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全省科技实力显著增强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全国
第24位

全国第20位

排名实现连续攀升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015年 2020年

1.18%

2015年

46%

2020年

60%

1.7%
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

实现历史性突破

增幅明显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摘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河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成绩单



河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成绩单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量达到2212家，是“十三

五”初期的2.45倍，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在电工、交通、农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总数达12家。新型产业技术创新体建设

迈出新步伐，河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运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实现翻番，43家，位列全国第9位。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达到15家，基本实现全省市域全覆盖。承德市获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创新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

“十三五”初期 2020年

增
长    

倍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量

2212家

2.45

石家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天山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河北省第一家国家级孵化器-e谷

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河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药物研究院

国家重点实验室

12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43家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5家

京津冀协同创新取得新突破，“十三五”期间吸纳北京技

术合同交易额达到853亿元，是“十二五”总量的4倍，共吸

引30家京津高新技术企业整体搬迁至我省，京津冀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获批建设。雄安新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基本完善，中

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入驻新区并启动运行。大

力实施《科技冬奥智慧崇礼行动计划》，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一大批先进科技成果应用于冬奥筹办。

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修订颁布《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依法行政能力明显增强。在科技成果所有权归

属、科技评价、科技计划管理等方面出台系列突破性强、含金量高的科技新政，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得以更大释放。在

全国首创县域创新竞进机制，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实现全省县域全覆盖，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服务效应不断

扩大，区域创新生态格局基本形成。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科技自立自强发出历史召唤，新征程的号角已然吹响。我们要传承科

技报国的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弘扬

新时代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肩负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向着科技强国目标不断

迈进。

2015年 河北省众创空间建设座谈会 冬奥会智慧高速公路 雄安新区

实施国家战略成效明显

创新创业环境日趋优化

吸纳北京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

“十二五”总量 “十三五”期间

853亿元

增
长
4
倍

2019年双创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