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中国创新指数的指标体
系， 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2017湖南创新发展研究报告》，是
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创新绩效共21个二级评价指标，依
据官方数据，经过一年多测算所得
出的结果，描述了我省过去一年中

创新能力各项指标的发展状况。
《报告》显示：长沙、株洲、岳阳

位居湖南省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前
三甲，其他各市州的创新能力排名
顺序为常德、衡阳、郴州、湘潭、益
阳、邵阳、永州、娄底、怀化、湘西自
治州、张家界。 值得一提的是，《报

告》首次测算并公布了全省14市州
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努力指数”，
它可以反映各市州在推进区域创
新发展进程中的努力程度，排名依
次为：张家界、怀化、邵阳、永州、衡
阳、益阳、株洲、常德、郴州、长沙、
岳阳、娄底、湘西、湘潭。

14市州谁的创新能力最强？《2017湖南创新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排行榜并提出建议

加大创新投入，让企业走到创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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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长江经济带“腰部”充
分发力， 促进湖南省乃至长江经
济带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进一步
强化创新推动作用？《报告》建议：

一是推进科技创新区域合
作，借鉴学习先进经验。树立开
放竞合发展的新理念，打破行政
区划界限，推进科技创新区域合
作， 进一步借鉴江苏、 浙江、上
海、四川、安徽、湖北省市的创新
发展经验和模式，深化创新机制
体制改革、明晰我省推进创新发
展的任务书、路径图、时间表和
考核办法。

二是促进产学研用合作，深
化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出台或
者完善促进协同创新的地方性
法律规章，完善产学研用合作工
作机制，加大人财物支持力度和
各项政策优惠，从科技投入体制
与机制上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科
研机构开展产学研用结合，营造
有利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政
策环境和人文氛围。“在美国硅
谷，超过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来自于移民，80%的高科技
成果由外国人研发。” 中国企业
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表示，湖南
也可借鉴硅谷发展经验， 由政
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构
建协同的区域创新网络。

三是激发企业创新主体动
力，充分释放创新主体能量。“企
业应成为研发主体、 创新主体、
产业主体。”同时，委托科研单位
持续开展我省各类企业创新能

力、园区创新能力调查，及时诊
断园区和企业创新中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优化我省创新创业环
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创
业活动，加强企业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强化企业创新创业主体地
位。刘兴国认为，政府部门应创
新制度、政策，搭建平台，让企业
走到创新“前台”，同时制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吸引人才，“种下梧
桐树引得凤凰来”，“一个城市有
了大体量的公司，有助于形成产
业集群，湖南有能力培养这样的
大公司。”

四是优化区域创新体系布
局， 推动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依
靠长沙麓谷、株洲动力谷、湘潭
智造谷建设的高端技术创新，加
快推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 依靠绿色机制创新，
进一步提升长株潭绿心、环洞庭
湖生态圈的绿色生态功能，依靠
开放机制创新，振兴湘南地区外
向型经济， 依靠商业模式创新，
打造大湘西全域旅游；通过优化
区域创新体系布局，构建各具特
色区域创新发展格局，缩小区域
内部综合创新能力差距。

五是以国家级中心城市建
设为目标，不断推进长株潭城市
群创新。城市创新力是国家中心
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考
核指标。 需要创新机制体制，实
质性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
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目标，增
强城市创新力。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部，是长江经济带的“龙腰”。如何在“腰
部”充分发力，促进湖南省乃至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融入
长江经济带能否促进湖南创新发展？近日，湖南创新发展研究
院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2017湖南创新发展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成果发布暨《创新论坛》圆桌会议。

《报告》以“长江经济带与湖南创新发展”为主题，从创新环
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绩效四个方面描述了湖南过
去一年中创新能力各项指标的发展状况， 并发布了14个市州
创新能力排行榜。同时，与会专家还分析了湖南推进创新发展
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湖南创新发展
的对策等相关内容。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滕茜茜

“近年来， 湖南融入长
江经济带的创新成效显著：
创新驱动迈出新步伐，主动
融入意识逐步深入人心，优
势产业集聚发展和优势产
能走出去步伐加快，开发开
放平台更加坚实，构建了高
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 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加
大。”湖南省著名经济学家、
战略咨询专家、湖南创新发
展研究院院长田银华教授
指出，我省融入长江经济带
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目前我省已基
本形成了内外连通、内部互
通的立体交通网络格局，为
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提供
了有力的基础设施条件；二
是我省产业体系比较完整，
行业分布广， 高端装备制
造、轨道交通、计算机软件、
农业科技服务等产业竞争
力突出；三是湖南具有深厚
的湖湘文化底蕴，基础教育
享誉省外，高等教育质量较
高， 人才智力资源丰富，文
化科教优势明显。

“当今世界各国不能再
单纯依靠国内生产要素、资
源禀赋和投资冲动来获取
国家竞争优势，而需依靠创
新驱动来获取国家竞争优
势。”田银华教授表示，创新
驱动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
的重要来源， 而且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明确“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省市创新是推进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内在要求， 建设创
新型国家需要省市发力。”

田银华教授认为，我省
已经具备较好的综合创新
能力。“2017年中国进入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第22位，湖
南在全国省市综合创新能
力排名中居第12位，已经具
有较好的创新条件和创新
基础，综合创新能力提升潜
力大。”

【背景】
三优势融入长江经济带
推进创新发展潜力大

【建议】
加大创新投入，释放企业创新主体能量

推行榜

14市州创新能力
长株岳排前三

不容忽视的是， 近五年，我
省技术市场主体发育极不平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占合同
总数的比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
率也相对较低。同时，创新政策
体系的完善、创新环境的优化问
题不容小觑。此外，我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严重抑制了
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实施的创
新政策缺乏明确的目标和针对
性，灵活性也不够；国家级和省
级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
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标准仍
有待提高，国家级创新团队和创
新联盟仍然偏少。

“我省产学研平台对接不
畅， 严重制约着科教优势的发
挥。”田银华教授表示，大多数
产学研结合是以争取政府项目

为目的， 缺乏创新成果产业化
的保障机制，且部门间的产学研
结合工作欠缺沟通协调和统筹
安排， 造成技术创新资源分散、
交叉、重复，难以对全省创新能
力的提升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运行机制和
评价机制各异， 合作动力不足。
“我省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
但目前全省大约有13%面积的
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治理难度
大；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氮氧化物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
在长江经济带省市中相对较高，
在推动创新绿色发展方面仍有
较大压力， 特别是工业节能减
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环境综
合治理还需继续依靠绿色技术
和机制创新。”

“根据调研，湖南80%的企
业没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国家
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 但很多
科技创新企业并不了解。”湘潭
大学副校长、 商学院院长刘长
庚教授表示， 我省虽具有良好
的创新条件和创新基础， 但仍
存在创新经费规模整体相对较
小， 创新研发投入强度有待提
升等问题。“我省创新产出相对
不足， 不仅与长江经济带的其
他省市相差甚远， 而且与同等
经济发展水平的湖北省相比也
有一定的差距。”

《报告》 显示，2011年至
2015年间， 我省在创新投入方
面， 整体创新经费与人才投入
虽呈上升趋势， 但投入规模与
力度远低于上海、江苏、浙江等
领先地区。“我省的研究开发投
入占 全 省 GDP的 比重 仅 为
1.47%， 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
科技进步贡献率55%， 服务业
占产业结构比例46.3%，第三产
业发展滞后。”省委党校曹山河
教授指出， 我省科技创新人才
规模相对较小，分布不够合理，
高层次研发人才相对欠缺。

【问题】
创新投入少，高层次研发人才欠缺

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平台对接不畅

1月3日，长沙三
一重工的18号厂房，
工人正在装配线上
作业。这里是亚洲目
前最大的智能化制
造车间。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