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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大年初二一大早，索鎏敏乘坐班车来到了实验室。作为北京怀柔科学城中科院物理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索鎏敏正争分夺秒进行锂离子及新型二次电池的研究。

索鎏敏有一种紧迫感，“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核心材料和关键技术方面尚有进
步空间。”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正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定位。“支持北京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是新时代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北京市副市长、秘书长靳伟说。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间表已经清晰：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
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形成国际人才的高地，切
实支撑中国建设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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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攻关整合创新资源

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底气十足——

北京研发投入强度常年稳居全国首位；
北京有全国将近一半的两院院士；
北京每天设立的科技型企业超过300家；
北京累计获得国家科技奖奖项占全国

30%左右；
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10倍；
北京拥有90多所大学、1000多所科研院

所和近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十三五”期间，

科技部在重大专项领域支持北京近600个项目，
财政资金达170多亿元，通过重点研发计划支持
了北京1980个项目，财政经费400多亿元。北
京建立起了一批持续攻关的高水平队伍。

北京是中国科技基础最为雄厚、创新资
源最为集聚、创新主体最为活跃的区域之
一。对此，北京中关村的很多企业深有体会。

生命科学类项目前景广阔，是创业创新
的热点领域。但是，生命科学类项目需要专
业的场地、实验室和器材，在起步之初投入
非常大。许多中小企业受资金等限制，实验
室资源紧缺。

北京巢生实验室负责人周悦欣说，为解
决生命科学研发型创业团队的这一痛点，去
年底，由中关村科学城公司与国际生物医药
孵化平台巢生实验室共同设立的巢生北京创
新旗舰实验室启动试运营。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细胞培养实验室、成像平台等实验平台
齐备，实验室还能为入驻的研发团队提供定
制化的研发服务。

基于人才和技术优势，北京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确立了发展目标。近日，北京市提出
了 《“十四五”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战略行动计划》，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设计和安排。

靳伟这样解读“战略行动计划”：一是立
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科
技安全，更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
立足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突出前沿技
术引领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三是立足
创新范式变革，更加畅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发
展融合；四是立足三链 （创新链、产业链、
资本链） 联动，更加注重场景驱动和万亿级
的产业集群培育；五是立足非首都功能有序
疏解，更加释放京津冀协同创新巨大潜力；
六是立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加
聚力创新生态营造和全球创新资源集聚。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研攻关方向也
已明确：围绕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区块

链、生命健康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
领域，共同实施系列专项行动，前瞻部署基
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月 27 日，北京核心技术攻关之路上传
来好消息——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
系“长安链”发布，同时，27家单位共同在
北京发起成立了长安链生态联盟。北京把区
块链技术作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
重要突破口，推动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
术体系研发，成立长安链生态联盟是加快建
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举措。

当天，27家联盟成员还发布了首批重点
应用场景。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了基于“长安
链”的商银金服平台；国家电网发布了碳交
易应用场景，借助“长安链”可实现碳足迹
全生命周期的可信记录、碳排放全要素的可
信流转及全环节交易。

李萌表示，“科技部为推动北京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作出努力、提
出措施。支持北京打造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
的战略科技力量，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科学家获得更多自主权

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
科技体制改革是重要着力点。

两年前，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韩
建民和他的团队收到了一笔“巨款”。“奖励
幅度非常大，超乎我们想象。”韩建民说。

《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规定，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后，应当由单位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北京交通大学建立内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分配制度，对于转让、许可等形式转化的科技
成果，将科技成果转化现金收益的97%奖励给科

研人员，对于作价入股等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
将作价入股形成股权的90%奖励给科研人员。

韩建民团队在近30年时间里持续关注盘
形制动领域科研开发，在铁质制动盘、铝基复
合材料制动盘、钢质制动盘等盘形制动领域不
断积累，实现了盘形制动领域的自主创新。

2019 年 6 月，北京交通大学将“轨道车
辆用钢质制动盘开发及应用研究”科技成果
作价1250万元，入股江苏北方轨道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将股份的 90%奖励
给韩建民团队，剩余 10%由学校资产公司代
表学校持有，团队内部收益分配，由团队负
责人负责。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是调动科研人
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在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北京大力探索制度创
新。靳伟表示，“创新驱动的发展必须坚持科
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科技创新
最重要、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人才问题。这
几年，北京全面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完善
创新生态，通过实施 《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科创30条’等政策措施激发了
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揭榜挂帅”被寄予
厚望。

“揭榜挂帅”是一种新型科研组织模式，
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
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这就破除了
论资排辈的老框框，让能者脱颖而出。

2020年底，中关村示范区启动试点“揭
榜挂帅”新机制。一批中关村领军企业作为
发榜企业，针对产业薄弱环节与企业“卡脖
子”问题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国征集揭榜
企业。

位于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院内的“天智
航”就是发榜企业之一，该公司拿出1000万
元资金，用于揭榜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生产落
地，解决核心部件的研制难题。

“天智航”是一家研制骨科手术机器人的

科技企业。该公司发布了“多自由度力控医
用机械臂”技术需求。“目前，机器人的机械
臂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特别希望与国内有
研发能力的企业及高校院所合作，共同解决
核心部件‘卡脖子’难题。”“天智航”负责
人表示。

靳伟介绍说，“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培
养引进更多的国际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以信任为前提，赋予战略型的科学家
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的决定权。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北京还诞生了
全国首个颠覆性技术创新基金。

2020年底，北京颠覆性技术创新基金揭
牌。该基金专门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
首期规模 1亿元，其中，科技部出资 2000 万
元，北京市出资2000万元，新曦基金会出资
6000万元。力争未来3—5年基金规模将扩大
至10亿元。基金在资助和管理中充分体现颠
覆性技术突破性、非共识、高风险、周期长
等特点，在项目挖掘、资助、管理和服务各
环节，营造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主平台建设生机勃勃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平台是
“三城一区”，即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
城、未来科学城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怀柔科学城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集
中承载地。2017年，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获批。目前，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
经成为全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集
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俯瞰怀柔科学城，一派生机勃勃：脑认
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项目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完
成主体钢结构施工，周长近1.4公里的装置区
正式连接成环……

电子工程师杨丽邦就工作在这座充满活
力的科学城里。2020年底，杨丽邦所在的中
科艾科米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搬到了怀柔
科学城有色金属新材料科创园。2021 年春
节，公司大部分员工不回家，加班加点研发
生产。

在崭新的车间里，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
科研人员忙着组装、测试产品，组装中的科
学仪器闪闪发光。“中科大的教授采购了我们
公司生产的原子层沉积系统，用于燃料电池
催化剂的研究。今年，他们的第三套订单产
品已经开始生产了。”杨丽邦说。

怀柔科学城正在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学设施平台集群，有很多像中科艾科米一样
的公司，被吸引进入怀柔科学城。“怀柔科学
城将加快推进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建设，积极探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运行的
新机制，支持与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国际科技
组织共同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在能源、物
质、空间等重点学科加快跨领域、跨区域创新
要素的整合布局。”靳伟说。

中科院是怀柔科学城的主要建设力量。
中科院承建和参建了 26 个装置和平台项目，
涉及到物质、空间、生命、信息、地球科学
等领域，部分项目已经进入科研状态。中科
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黄向阳表示，“下一
步，中科院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工作重心将从建设向科研转移，重点谋划开
展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聚焦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

怀柔正在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2020 年 12 月 10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中国成功发射了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
体全天监测器卫星。这颗卫星被命名为“怀
柔一号”。这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空间科学实验室挂牌后的首个科学卫星发
射任务。投入使用后，“怀柔一号”卫星的
探测数据将下传至怀柔科学城，供科学家开
展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
司长沈竹林表示，“‘十四五’期间，我们
将积极推动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由启
动 建 设 阶 段 转 向 建 设 与 运 行 并 重 的 新 阶
段，加快推进已布局设施的建设，争取早
日建成，早日投入使用，早出成果，多出
成果，出大成果。”

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城一
区”正处在融合发展中，怀柔科学城推进大
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建成运行，形成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中关村科学城提升
基础研究和战略前沿高技术研发能力，取得
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未
来科学城深化央地合作，盘活存量空间资
源，引进多元创新主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提升高精尖产业能级，承接三大科学城创
新效应外溢。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潘旭涛潘旭涛 丁丁 怡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提出，“布局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
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
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这是党中央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今年，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如何开局？未
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
何发展？从本期起，我们
推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系列报道，介绍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最
新进展。

——编者

位于北京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的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展厅。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位于北京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的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展厅。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2020年 9月 20日，“创青春-中关村 U30”优胜项目在北京科博会上展示
AR直播卖货系统。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1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委负责人介绍加
快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22月月1414日日，，众多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北京中国科技馆众多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北京中国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神奇与魅力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神奇与魅力，，在互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在互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 翁奇羽翁奇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系列之一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