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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与战略规划，开启了我国全面建设世界强国的
新时代。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的
实现与发展道路选择无疑成为我国当前科技工作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
文章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出发，通过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历程与战略路径选
择，从人才、科技、经济、产业相结合的多重视角，前瞻性地讨论了 2050 年中国建成世界

科技创新强国的政策与路径选择，提出了中国特色制度优势是实现 2050 年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的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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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
告，首次制定了从现在起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和战略安排：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
创新型国家前列；再到 2050 年，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
开启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
本文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背景，通过对当前我国科技工作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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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地展望了 2050 年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
分阐述了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建设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意义；第二
部分回顾了我国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情况；第三部分通过对当前我国科技实力的
分析，阐明了全面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有利条件；第四部分从科技、产业、经济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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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4 个角度阐述了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的政策选择；

第二种是采取“弯道超车”的策略。 就像赛车一

第五部分通过总结以上内容，提出了 2050 年建成世界科

样紧紧跟上领先者，在弯道之处凭借高超的技术超车。

技创新强国的最大保障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我国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特

1 中国要强，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的

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科技

经济增长进入低迷甚至停止不前，而中国经济“稳中求
进”的优秀表现，又为科技弯道超车创造了极好的机

“科技是国之利器”“科技强则国家强”[2]。世界科
技创新强国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

会。正因为此，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迅速缩小了与世
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而开始独辟蹊径。

要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

第三种是采取独辟蹊径路线。即在充分吸收引进世界

础，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以及社会主

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必须打破常规隧道式路线，即直

[1]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必将起到“战略科技力量” 的

接打通一条新路。走出一条“中国创新之路”“换道（隧

关键作用。

道）领先”，创造先发优势，引领中国创新，进而引领世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

界创新。

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至今已经跨出了“两大步”：

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第一大步是走自主创新之路，本质上是内生科技发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展道路。2006 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大支撑[3]。这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建设世

划纲要（2006—2020 年）》。针对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新篇章与新时代。

低、原始创新少、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战

2 中国科技创新路线图

略思路，即“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
突出位置”[5]，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

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路径选择一定程

战略机遇期，以重点领域与重大专项为引领，布局前沿

度上决定了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后发国家在追赶与赶

技术与基础科学，提出 8 个技术领域的 27 项前沿技术，

超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路径选择更有利于科技进步与经

18 个基础科学问题， 4 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战略目标

济发展？中国又是选择什么样的路线，才能从“一穷二

是在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 21 世纪中叶成为

[4]

白”“一大二弱” 的科技落伍国、空白国，到世界科技
大国，进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从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
期，具有 3 种不同的道路选择。

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该纲要实施 10 年之后，我国已经具备了创新驱动发
展发力加速的基础，科技发展正在进入由量的大规模向
质的全面提升的跃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

第一种是跟随式路线。 就是作为科技落伍者、后来

认识到，我国许多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

者，采取“拿来主义”“干中学”的做法，利用自身巨大

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

的市场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

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在自主创

也是摆脱科技落后、实现科技追赶的必经过程。通过对外

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开放，利用后发优势，不仅紧紧跟随，还能有效地缩小与
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差距，甩掉科技落后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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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步是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本质上是内生技
术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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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基本思路

年为 2.05%）。

是：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以科技创新

（ 2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各类研发人才

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队伍。2016 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高达 385 万人年，

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推

比 2012 年增长了 17.7%，居世界第一位。

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为此制定了到 2050 年建
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及“三步走”战略[3]。
这意味着我国科技创新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
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
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6]。

（3）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大幅提高。2017 年我国
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达世界第 2 位，进入基础科学前沿
国家。
（ 4 ） 2016 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134 万件，连
续 6 年居世界首位；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6 万

应该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取

件，成为世界上第3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

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表明了“跟随式路线”与“弯道超车

国家；我国共提交《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 4.3 万

路线”的阶段性与正确性。从中国的发展经验出发，我

件，占世界申请总量的 18.5%，跃居世界第 3 位。

们认识到，不同的科技发展道路是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

（ 5 ） 2016 年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 11 407 亿

次优路径选择，所谓“次优”就是一方面不能脱离经济

元，比 2012 年增长 77.2% ，占 GDP 比重从 1.19% 提高

发展背景选择“大跃进”式的科技创新道路，另一方面

至 1.53%，研发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

更不能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选择“原地踏步”的科技创

（ 6 ） 2016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新道路。而 2050 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关键就是

到了 5.08% ，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性产业； 2015 年我

“独辟蹊径”隧道领先能否顺利实现。

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 29% ，超过了美

3 中国进入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时代

国，跃居世界第一。
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时代，

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稳步提

并加速形成全面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先发优势，正在向

升，我国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根

世界科技引领者转变，正在成为世界新的创新中心，在

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一穷二白”“一大二弱”的

全球创新版图中位势不断提高，对世界的科技贡献率和

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意味着中国再花上 30 多年的时

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天宫、天

间是完全能够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建成富强

眼、蛟龙、墨子、悟空、大飞机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科

相继问世”[1]。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首先要做到对自

技创新支撑。

身科技发展状况的“心中有数”。从相关数据来看，我

4 中国怎样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国科技实力已经成功跃居世界第一阵营，这就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道路决定前途。什么是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如何

（1）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6 年全国科技

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中国特色创新之路的实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6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这些是中国建成世界科技

15 676.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51.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创新强国的关键所在。

重已经达到 2.11%，超过了欧盟 15 国的平均水平（2015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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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强国的建设本身就需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稳中求进”，才能给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建设的各个方向形成互动，发挥合力。这就必须形成包

反之，也只有科技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新旧动能的

括经济、科技、产业与人才融为一体的强国方略集合，

顺利转换，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这正是中国经济

“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进而

规模优势、“巨国”规模市场优势、社会巨大需求优

[3]

国家强” 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

势。

（1）科技是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4）人才是根本，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创新驱动的

力” [3]。 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实质就是人才驱动 [6]，只有培养一流的人才，才能从根

着力突出“两个重中之重”：一是大力强化基础科学研

本上创造一流的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创

究。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后发优势，进一步缩小与世界

新强国的进程中，一方面，我国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

科技前沿的差距，并主动打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从科

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培育一流研究人才，做出一流的原

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尽快转变

创性、领先性科学成果，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另一

为“发明者”“创新者”“领跑者”，实现前瞻性、原

方面，要加强创新企业建设，培育一流企业管理创新人

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突破，转变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

才，发展世界级的一流创新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要持

驱动到供给驱动的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科学技

续加强与科技先进国家交流，不仅要吸引一流海外华人

术的源头供给，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二是大力强化应用

创新人才，更要吸引全球创新人才，一方面充分利用全

基础研究。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

球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发展发挥我国科技创新

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1]

的正外部性。这正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

科技发展紧跟国家经济发展实际，在应用基础领域实现

势。

跨越式发展。这正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战略优
势、国家规划优势和国家重大项目优势。

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大背景下，以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战略

（2）产业是核心，实现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良性

目标，集中我国经济、社会、科技、人才、物力资源，

互动。以《中国制造 2025》与新型工业化为契机，加快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在世界最大规模的产

建设制造强国：以科技强国为支撑，在新一轮全球科技

业体系、市场体系、科技体系、教育体系的基础上，

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新

充分利用世界科技要素、产业要素、市场要素、资本要

的信息技术革命，打下科技基础，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

素、人才要素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着“分步

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以市场为主导，尤其是要发挥

走、上台阶”的原则，最终达到在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

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中的指挥棒作用，给予科技创新正

创新强国，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

向的反馈机制。这正是中国战略产业优势、国家重大工

挥“战略科技力量”的目标。

程优势、市场竞争机制优势。
（3）经济是基础，创造适宜科技创新的经济环境。

5 结语：中国必将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区间；

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建设，本质上就是改革开放以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正

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出一条从科技弱国到科

处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的新

技大国，再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跨越式创新发展道

旧动能转换迫在眉睫。在此阶段，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

路。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经济发展初期，实行“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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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追赶政策，强调对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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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grand blueprint and strategic layout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at by the middle of 21st century we will develop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hence commencing a new era of building a world superpower. Sci-tech
and innovation strength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at. Consequently,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objects of building muscle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path are no doubt among the top priorities to China’s current sci-tech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is macro background,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past strategic paths chosen, prospectively discusses the policies that would be designed and path taken to build China into a world’s sci-tech
innovation giant by 2050 from multi-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talents, sci-tech, economy, and industry. It also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e advantage
of China’s institution is the biggest guarantee for China to bolster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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