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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增强，
国内外相关研究日益增多。总体来看，
受发展阶段限制，
国内研究没有超

越国外研究框架。我国政府最新提出了“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
的新型发展思路。对国际社会的科技经济史以及不
同阶段发达国家的科技特征进行考察，在分析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
阐释了“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
展”
的概念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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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提
出

学者的研究大多数是以国际现有理论分析

市场需求，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引导经济社

中国现实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是用改进的相

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２］；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国务

关理论和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总的说来，

委员陈至立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 周年

近百年来关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研究

由于立足西方研究框架基础，大多数研究没

和 ９７３ 计划实施 ５ 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提

较多，无数中外学者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努

有能够以更新、更高的视角去研究科技经济

出“要大力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

力，其中主要包括：①技术发展决定经济发

关系问题，研究的“通用性”明显，针对性不

挥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支撑和引领作

展的周期性波动；②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

强，
时代感欠缺。

用……”［３］；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③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④知识生产与经

关于科技与经济关系的一种新的观点

《中国科技产业》
刊发论文
“依靠科技
２５ 日在

济增长；⑤政府在技术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作

“国家中
首先来自于一个研究群体。２００４ 年，

进步支撑和引领结构调整”；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用；⑥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量化

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课题组确定未来

日，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

研究。

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是“以人为本，自主创

立 ５０ 周年讲话中谈到“努力提高我国科技

受中国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

新，重点跨越，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协

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引领未

学者对科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落后于发达

调发展”［１］，首次提出了“科技支撑和引领经

来发展”
，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指科技

国家，但随着中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科技经济

济发展”的命题；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

［３］
。
创新支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能力……”

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向科技竞争

题组副组长王元教授给“科技支撑和引领经

专家和政府官员先后提出“科技支撑和

聚焦的趋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逐年增

济发展”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支撑和引领经

引领经济发展”的命题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

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４ 个方面：①发达

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示：①顺应现今国际竞争聚焦于科技竞争的

国家科技与经济关系的介绍和总结；②科技

的根本任务，
‘支撑’是强调发挥科学技术第

趋势，科学技术必须在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

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国际、国内比较；

一生产力的作用，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展中居于主要地位；②科技的发展既要侧重

③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④

的现实需求，
‘引领’是要对科学技术发展超

基础性研究，更要发展经济适用性科技，面

科技与经济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国内

前部署，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创造新的

向产业、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需求，从源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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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狭隘地把商人视为经济促进的因素，

济发展必须走
“科技密集型”
道路。但是，
“科

。
而不乐于接受科学和教育影响经济发展）
， （见表 １）

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内涵到底是什

随着德国和美国的科技密集型工业和工艺

么？提出“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命题的

密集型工业的崛起，英国在 １９ 世纪初渐渐

国际、国内、历史的背景是什么？“科技支撑

失去了工业技术领先的优势，直接导致其经

和引领经济发展”如何表现？能否找到合适

济发展滞缓，
并被德国和美国等超过了。

的指标表述？能否转化为提升我国科技作用

直到 ２０ 世纪初，英国政府才充分意识

的政策建议指导科技工作？……“科技支撑

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开始进行一系列动作，

和引领经济发展”是关于科技经济关系的全

如创建一种综合教育体系培养具有科学技术

新的观点，
国内外尚没有相关研究。因此，系

素养的人才、设立科学研究部门等。大约

统地分析和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在理论方

１９３５ 年起，国防的需求大大促进了英国的

面能以全新的视角推进和发展科技经济关

“研究与发展”
，在 １９２８ 年 Ｒ＆Ｄ 经费占国民

系的研究；在实践方面对我国制订和实施科

总收入为 ０．１％，
１９５８ 年为 １％，
３０ 年内增加

学的科技发展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具有重

了 １０ 倍［５］。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
英国培训了更多

大现实意义。

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并大力投资于
“研究与

２ 历史的考察和国际的比较

发展”
，
其额度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国民经
济比重都超过了欧洲其它国家。一个重要的

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问题是，
即便是有了大量的科研投入，
英国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英、德、美、日依次

经济成就与其邻国相比似乎令人失望。Ｃ·Ｆ·

曾经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见附图）
，现在都是

卡特和 Ｂ·Ｒ·威廉的调查或许能够回答这个

世界科技经济强国。考察这些国家经济发展

问题：①“研究与发展”趋向知识进展而不是

历程中的经济特征和科技知识的作用，有助

生产的需要，科研与生产、市场关系疏散；②

于我们用动态的和长远的眼光审视科技与

社会对工业的印象不佳，导致对工业和技术

经济的关系。

缺乏热情；③缺乏连贯的保持“研究与发展”

２．１

（１）英国的经验。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
经济中心与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有直接的

的政策；
“纯”
科学的发展，
缺
④文化传统注重
乏能理解工业技术的大量的普通科技人员［４］。

关系。１８ 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

（２）德国的经验。如果说英国在科技能

无论是工业技术还是农业技术都有了很大

否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存在争论的话，德

的进步（除了本国国民的贡献外，英国还通

国则总是认为科学是重要的。由于缺乏自然

过技术熟练的移民或者利用外国跨国公司

资源，德国特别重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替代

的子公司进口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大大提

许多德国科学院和学术团
办法。在 １８ 世纪，

英国已经进入工
高了生产效率。１８ 世纪末，

体，就采取为农业进步和技术设计的最佳解

业化阶段，其经济水平世界领先。

决方案设奖的方法来鼓励技术进步。和英国

但是，由于缺乏技术教育传统，以及对

不同，德国的许多科学家参与企业生产，而

长期的“研究与发展”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

受过科学训练并有管理工业经验的人可以

趣（１９ 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已变得非常抽象，

被任命为大学教授；很多大工业企业希望能
够把“科学的创
造力同实践的趋
势结合起来”（Ｅ·
Ｓｃｈｍａｕｄｅｒｅｒ，１９７６）；

附图

６

理学实验室数量超过了同期其它欧洲国家

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③未来中国的经

世界经济中心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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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在 １９ 世纪得到快速发展的原
因有很多，其中［６］包括：①竞争的压力促使德
国不断的技术革新；②多样化的教育制度，
既重视技术职业教育，也重视纯科学培养；
③大量的科学研究在工业部门进行。
战争使德国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受到
阻碍。两德合并后，虽然经济仍然是世界上
强国之一，但在科技上的投入力度已经被美
国远远超过了。１９６３ 年西德的“研究与发展”
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５％，美国 为
３％ ， 英 国 为 ２．３％ ； 到 １９７１ 年 德 国 增 至
美国为 ２．６％，
英国为 ２．４％。德国人均
２．１％，
“研究与发展”
经费在 １９６２～１９７２ 年间增加 ４
倍［５］，
但仍落后于美国。伴随着科技领先地位
的丧失，德国的经济领先地位也被美国代替
了。
美国的经验。由于自然资源丰富，
美
（３）
国的轻工业一直非常发达，通过大量的出口
贸易，美国很早就是经济强国之一，但是成
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并能够持续大半个世
纪，
科学技术是首要原因。
美国的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支撑经历了
从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美国殖民时代时
期主要从欧洲引进技术，很少有“真正的创
造活动”
，很少有政府对科学的支持（Ｒｏｓｅｎ－
。从 １８５０ 年左右开始，
美
１９７５）
ｂｅｒｇ·Ｎａｔｈａｎ，
国在生产工程和应用的机械工艺方面进行
有意义的革新（主要源于生产经验），随着美
国科学研究的强大，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
术改进逐渐代替了建立在生产经验基础上
美国确立了科学
的技术革新。进入 ２０ 世纪，
技术是实现和保持美国经济增长和未来经

德国的化学工业

济繁荣的关键因素的指导思想，联邦政府对

甚至形成了“技

科技研究始终给予高度重视，研发经费占联

术化学”的发展

邦政府年度预算的比例长期保持在 ６％左

模 式（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右。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当面临一些国家尤其是

。在科学教
１７８６）

日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挑战，政府仍然从

育方面，德国从

增强科技实力出发应对，事实证明依靠提升

事科学教育的物

科技实力来增强经济竞争能力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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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长期占据世界头号科技经济强

做法是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可比性和可量

中国还高出 ９ 个百分点（因此韩国的发展路

国的位置，原因很多，在科技工作方面比较

化的指标。经济指标方面，
人均 ＧＤＰ 是国际

径值得中国借鉴）
。样本国家人均 ＧＤＰ 达到

重要的几条是：①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高度重

通用的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指标；

３ ０００ 美元时，各国第一产业继续下降（韩国

视。联邦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从科

科技指标方面，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被认为

下降幅度最大）
。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维持，第

技规划、科技体制、科技投入、教育培养等各

是判断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日本科学技

三产业比重普遍上升。比较而言，第三产业

方面都做了详尽的工作；②科学研究分工明

术厅的《科学与技术指标》
、美国国家科学基

比重基本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这

确。美国有白宫科技咨询机构、国会科技机

金会（ＮＳＦ）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

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样本国在人均 ＧＤＰ

构、联邦政府科技机构、工业企业科技机构，

ｃａｔｏｒｓ》都是如此。

３ ０００ 美元时第三产业比重普遍超过第二产

人 均 ＧＤＰ ８００ 美 元 、
３ ０００ 美 元 和

每个机构都有各自主要针对的对象和领域；

２．２．１

③合适的科技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

１０ ０００ 美元的经济结构

业，但把时间往前推 ３～５ 年，我们发现第二
产业比重仍然居于首位，这表明在人均 ＧＤＰ

据不同的主客观环境，政府能够制订出符合

（１）样本国经济观测点的时间跨度。从

８００ 美元到 ３ ０００ 美元期间，第三产业得到

发展需要的科技政策；④高度集中的科学研

人均 ＧＤＰ ８００ 美元到 ３ ０００ 美元，样本国平

了快速提升，最后超过第二产业，但在大部

究。美国工业企业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少

均用了 １６ 年，其中英国、美国和法国都用了

分时间内，
第二产业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数几家大企业中，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也是

德国用了 １５ 年，
随后实现的日本
２２ 年左右，

从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向 １０ ０００ 美元

集中在少数著名大学里面。

和韩国只用了 ９ 年左右。从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过渡阶段，样本国的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

美元到 １０ ０００ 美元，同样比上一观测点约

降，一个新特征是第二产业比重普遍下降，

世界级的科技经济强国，其发展历程值得关

（４）日本的经验。日本在短期内崛起为

“翻两番”
，样本国平均用了 １２ 年多，法国、

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到人均 ＧＤＰ１００００

注。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日本在较短的时间

德国和日本最快，分别只用了 ８ 年、
８ 年和

美元阶段，第三产业已经稳稳占据主导产业

内就意识到引进技术必须精心选择，而且为

（见表 ２）
。
１１ 年

地位。
工业内部结构特征。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７０
（３）

了发挥更大的效用，还必须使之适合于本国
条件。例如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在引进

年，样本国大多处于人均 ＧＤＰ ８００ 美元向

西方农业技术时就改进劳动节约型的西方

３ ０００ 美元过渡期（美国和韩国除外）；
１９７９

方法，推广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而精明地引

年，样本国大多处于人均 ＧＤＰ３ ０００ 美元向

进技术并使之适合于本国，需要大量中等水

。两个时期，
１０ ０００ 美元过渡期（韩国除外）

平的科学人才，这就需要良好的教育机制的

所有的样本国都表现出一致的特征，即重工

支撑。日本的教育投资于 １９１０ 年时就达到

业比重不断上升，轻工业比重不断下降（见

国民收入的 ３％，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财政

。
表 ４）

支出的教育费在政府总行政费用中所占比

２．２．２

样本国在不同经济期的投入比较

（１）人均 ＧＤＰ８００ 美元时期。美国是在

率一直保持在 ２０％～２２％之间。由于要精明
地引进技术并使之适合于本国的生产需要，

１９４０ 年开始进入人均 ＧＤＰ８００ 美元阶段的，

日本政府很早就鼓励和支持由企业自主地

通过对 １９４５ 年前各国研究机构、研究经费、

进行技术的选择和改进，从而使科技和生产

研究人员和获得诺贝尔奖人数看，美、德、

得到很好的结合。

英、法、俄、日等都非常重视科技投入。美国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许多技术

（２）
产业结构特征。样本国家人均 ＧＤＰ

虽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从科

领域处于世界前沿的日本产业经济，意识到

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产
８００ 美元时，

技实力上看还落后于德国，它只在研究机构

要维持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竞

业比重比较高（只有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超

数量上占优，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仅占德国

争能力，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争取成为新技

过第二产

术的首创者。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业）
，第一

代以来，
“创造性科学技术立国论”在日本应

产业比重

运而生。１９８１ 年，
日本政府开始采用“科学技

较小（见

术立国”的方针。此后，官方和民间都强调要

表 ３），韩

加强基础研究，并特别加强了政府的科学技

国 人 均

术政策。日本力图实现从引进别国技术的地

ＧＤＰ ８００

位，向自己创造崭新技术，并向他国输出新

美元时第

技术的地位转化。

一产业比

２．２

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

重 高 达

衡量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国际通行

２５．６％，比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７

科技进步论坛

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

员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比重看，主要发达

事实上，从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时期

国家基本达到或

起，美国无论是科研经费数量、科研人员数

超过了 ２％，美国

量、科研经费密度还是科研人员密度，都处

最 多 为 ２．９％ ，韩

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了

国在 １９８８ 年科技

世界头号科技强国。

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

２．３

简单的结论

重 也 达 到 １．９％
（见表 ７）
。
的一半（见表 ５），
１９０１～１９４５ 年获诺贝尔奖
人数仅相当于德国的 ５３％
（见表 ６）。

在 人 均 ＧＤＰ

通过世界经济中心变迁的考察和在不
同经济阶段发达国家的科技特征分析，我们
获得一些启示：

达到 ３ ０００ 美元时期，各国的科研人员数量

（１）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呈明显正相关

美国保持领先地位，日本超过德国，拥有世

关系。虽然不能证明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的

界上第二大科研团队
（见表 ８）
。比较而言，
英
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要远远低
于美国和日本。与人均 ８００ 美元时期比较，
日本、
德国的科研从业人员下降了（见表 ５）
，
这可能主要是统计数据来源和口径差异造
成的。

因果关系，但表 ７ 和表 ８ 仍然能证明各国经
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科技不断进步的过
程。
（２）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
段直接相关。从人均 ＧＤＰ ８００ 美元到 ３ ０００
美元，
各国用的时间不同，
但不超过 ２２ 年，
各
国科技投入由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１％提高到超过
科技投入增长的速度和力度都是史无前
２％，
例的。但仔细比较我们还会发现鲜明的时代
特征。
美国在 ２０ 世纪初即成为世界上的头号
经济大国，到 １９４０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８００ 美
元左右，按照 １９９６ 年美元价折算约为 ７ ７００
美元，但当时美国的科技投入仅占 ＧＤＰ 的
０．３％，而同样是处在人均 ＧＤＰ８００ 美元门槛
上的法国、
德国和日本，
研发投入的比重就明
显增大了，
日本更高达 １．６１％，这是因为时代

（３）
人均 ＧＤＰ １０ ０００ 美元时期。和人均
分析样本国的历史可以知道，美国是从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时期相比，人均 ＧＤＰ１０ ０００

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德国一贯坚持科技

美元时期各样本国的科研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

已经进入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科技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更直接了。
（３）政府在科技发展中起到支配作用。

密集型经济道路。正是由于这样的传统，在

多数都上升了（美国和法国下降）
，但如果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９９ 年的统计显

二战前德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科技大国，拥

长观测时间，到人均 ＧＤＰ ２０ ０００ 美元时期

示，虽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企业逐渐成为

有最强大的科技实力。

看（见表 ７）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了明显上升

一国研发投入的主体，但是在人均 ３ ０００ 美

（２）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时期。各国达
到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的时点不同，但从研

元的各国，政府在科研投入中唱主角是不容

（只有英国明显下降）
。
和人均 ＧＤＰ ３ ０００ 美元时期相比，人均
ＧＤＰ １０ ０００ 美元

怀疑的，各国平均达 ５０％以上，只有日本例
。
外
（见表 ９）

时期各样本国的
科研人员数量都
增加了，
其中幅度
较大的是英国，增
加了 １ 倍以上（可
能和英国科研人
员基数较小有
关）
。到人均 ＧＤＰ
１０ ０００ 美 元 阶
段，
美国的科研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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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科技投入与一国选择的发展模式直

科技进步论坛

接相关。例如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面临着

创新密集时代；②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

恢复经济的重任，选择了“技术立国”的发展

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特别是在一

道路。

用。
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指：①科技资源超过

些新兴领域，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突

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

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消化和吸

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③科学理

要素”
；②科学技术能够面向市场，通过提供

收，根据日本 １９５０ 年外资法规定，优先批准

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④

先进生产力带动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工艺

那些技术水平高，生产条件好的企业引进技

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

创新和产品创新，满足经济增长“量”和“质”

术，并且要求引进技术后，
５ 年内达到 ９０％

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在科学技术的

的需要；③科技创新要面向现实需求，注重

的国产化程度。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落后

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

适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尽快满足各类

于欧美 １５～２０ 年。然而，
用了 ５ 年时间，
完成

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出新的

产业的需要；④缩短知识创新到产业化的周

了汽车工业的国产化。１９５５～１９６５ 年日本掌

经济增长点，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

期，
满足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需要。

握了汽车工业的全部技术，年生产达 ２００ 万

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辆，出口达 ４０ 万辆，成为国际市场上有力的

中国的现状。持续 ２０ 多年的高速增
（２）

竞争对手。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

长，中国发展了经济，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

开始由技术引进逐渐向技术自立过渡，
１９７１

科技引领经济发展指：①各种门类的知
识自我发展和交叉渗透，孕育众多跨学科、
新学科的诞生，引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方

破坏、资源严重匮乏、能源消耗巨大等问题。

向；②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基础，不断

年提出“迎接考验技术开发的时代”
。进入 ８０

①国际竞争进入创新竞争阶段，科技水平决

催生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年代，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开始谋求

定国际竞争能力；②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

创造新的就业空间，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

富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明显

的实现要求科学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③与

③科技主管部门审时度势，超前部署，变 ２０

增大，到 １９８５ 年，日本科研经费占 ＧＤＰ 比

发达国家仍有全方位的差距，缩小差距、跨

世纪科学技术“无意识”地引领经济发展为

重超过 ３％，科技不仅使日本摆脱了战败的

越发展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④人口、资

阴影，
还为日本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源、环境的矛盾突出，唯有依靠科学技术才

（５）基础研究是奠定世界强国的基础。

“有意识”
地引领经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
“引领”是比“支撑”高

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⑤人均 ＧＤＰ １ ０００

级的状态，但要明确区分“支撑”阶段和“引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之前支撑经济发展的技术很

～３ ０００ 美元是社会经济发展关键阶段，是辟

领”
阶段是困难的。事实上，
“支撑”和
“引领”

多是源于经验而不是科学的话，到了 ２０ 世

集约新径还是步粗放后尘取决于科技所起

往往是彼此共存、彼此相关的，
“支撑”是“引

纪以后就必须承认支撑经济发展的技术更

的作用大小。

领”的前提，
“ 引领”是“支撑”的发展。没有

多的是源于科学而不是生产。人均 ＧＤＰ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内
（３）

３ ０００ 美元时，美国（１９６２ 年）基础研究、应

涵。通过对国际经济社会的历史考察、对现

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为 ５ ３９８ 百万美元、

阶段国际经济环境的客观分析和对中国科

１１ ４７６ 百万美元和 ３１ ３２４ 百万美元（１９８２

技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目标的透视，我们对

年基价）
，到人均 ＧＤＰ １０ ０００ 美元时（１９８１

现阶段提出“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

年），
此 ３ 项经费为 ９ ７７０、１７ ９６２ 和 ４８ ７２６，
其中基础研究发展最快，将近翻了一番。

３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概
念与内涵解析

新命题的背景有了深刻的认识。
据此，我们认为：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

“支撑”
，
“引领”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引领”
，
“支撑”
将得不到发展，
从而无法
“支撑”。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是科学发
展观的良好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
础，是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社会的重要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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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部的环境。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

适用性，这是科技强国的关键。经济可用性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主要表现

要求科技知识的创新要面对市场需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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