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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基础研究 引领城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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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墓金委员会 , 北京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 。值此

中国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隆重举行之际 ,我们在

这里举办 “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 ”主题论坛 。 “千里

逢迎 ,高朋满座 ” ,来自海内外的朋友济济一堂 ,共同

交流城市创新发展愿景 ,对筹划城市未来意义深远 。

在这里 ,我谈几点看法 ,与各位同仁交流 。

自主创新活力之源 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

导 ,基础研究的水平决定着应用技术的水平 ,决定着

经济发展的水平 ,关系着我国的长远利益 。胡锦涛

主席提出 ,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 ,是 自主创新

的源泉 只有以深人的基础研究作后盾 ,才能不断提

高原始创新能力 ,增强国家发展的后劲 。

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自 世纪以

来 ,科学 、技术 、生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趋

势 科学理论往往超前于技术和生产 ,并引起技术和

生产的革命 。从实践看 ,引发经济和社会生活巨大

变化的新兴产业的兴起 ,几乎都与科学的重要突破

密切相关 。目前 ,强化基础研究成为世界各国应对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重要创新政策 。美国总统奥巴马

提出 , “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承诺 ,将为美国未来半个世

纪的成功提供燃料和动力 。”英国前首相布朗提出 ,

“在面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挑

战时 ,只有科学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 ”。 《欧盟

战略 》将加强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欧洲经济智慧式 、包

容性 、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备战欧洲 新̀的复兴 ”。

基础研究既是原始创新的源泉 ,又是集成创新

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支撑 。作为自主创新的活

力之源 ,基础研究与创新型国家及城市发展息息相

关 。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 ,不断提升包括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在内的自主创

新能力 ,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城市繁荣和创新发展

的核心所在 。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基础研究的文化功能

科学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 ,共同推进了人

类文明的进步 。创新人才及其科学文化素养 ,是决

定城市文明水平的根本因素 。发展基础研究是培养

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基础研究的训练养成科学的

创新思维方式 、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

增强人们对新知识的敏感性和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 、

把握工作规律的能力 。基础研究不仅培养科学家 ,

而且源源不断地为产业界和社会广泛领域输送创新

型人才 ,从而大大提升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 。

基础研究通过引领先进文化发展 ,为提升全民

科学素养树立了标杆 。人类在探寻规律和追求真理

的过程中凝结成的科学与人文精神 ,以及基础研究

所汇集的智慧结晶 ,促进了人类精神的一次又一次

解放 。历史上布鲁诺 、哥白尼 、伽利略等前仆后继 、

矢志不渝地反对宗教的精神栓桔 ,开创了一场真正

意义上科学革命 ,形成了勇于探索未知 、敢于坚持真

理 、重视实验观测等科学传统 。 世纪牛顿综合了

哥白尼 、伽利略 、开普勒等人的成果 ,集大成 ,建立了

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奠定了从系统的实验方法上
升到完整的物理因果关系的理性思维体系 ,推进了

世纪的启蒙运动 ,树立了理性与科学的权威 。

世纪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建立 ,更进一步形成了人类

崭新的时空观 、运动观和物质观 ,为 世纪世界经

济和社会生活巨大进步奠定了基础 。基础科学的发

展不仅对发展先进的科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

家在追求真理中所表现出种种高尚的献身精神 ,同

样深刻影响着社会的人文文化 。爱因斯坦评价居里

夫人 ,认为她的崇高品格对人类的价值远远超过她

单纯的才智成就 。李政道评价吴健雄也是如此 。钱

学森先生是我们崇敬的典范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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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铁骨 ,令今天的人们由衷敬佩 。由此可见 ,繁荣

基础研究对于建设与弘扬先进文化 ,提升全民科学

素养 ,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

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创新驱动城市发展

基础研究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实

现城市经济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合理利用

资源 ,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等

等 ,必须通过基础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和途径 。未

来城市的发展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人 、多产

出的循环生产方式 ,形成少排放 、多利用的低碳消费

模式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新

型的发展道路 ,逐步实现由要素 、投资驱动向创新驱

动的模式转变 ,这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我国的基础研究为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源头作用 。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

之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注重引导和鼓励科学家紧

密结合科学前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提

炼和解决具有战略意义和带动作用的科学问题 ,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做出了切实贡献 。

例如 ,低碳经济和绿色建筑产业对未来城市发

展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持续支

持了绿色建筑 、建筑节能和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

展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仅 “十一五 ”前几年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支持有关绿色建筑方面的各类项目

多项 ,金额达 多万元 。在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

下 ,取得了一批诸如中国建筑节能设计扩展数据库 、

建筑节能设计气象数据标准 、太阳能建筑设计理论

和方法等重要创新成果 。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项 目

研究 ,有的为解决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关键科学技

术问题做出了显著贡献 ,有的为国家发展低碳经济

的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有的为国家部署

低碳发展科技计划发挥了先导作用 。

又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其他科技计划

共同支持了一批世博科技项目 。半导体照明通信系

统在世博会 “沪上 ·生态家 ”展区成功展示 ,在

照明的同时 ,通过控制软件对电视机 、网络媒体播放

器 、音响等设备进行光学无线控制 。大规模人群运

动仿真并行计算系统在世博会人流管理中得到了部

分应用 ,对重要场馆进行了 维重建 ,真实模拟了客

流高峰期 ,大规模 、高密度虚拟群体的运动行为 ,为

准备应对预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工具 。

繁荣发展基础研究 ,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繁荣发展基础研究 ,是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在此 ,我谨提出几点建议 。

第一 ,在城市发展战略中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

当前社会上对基础研究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如 ,有

的认为基础研究仅限于好奇心驱动 ,对城市发展作

用不大 。事实上 ,从上个世纪开始 ,开展基础研究的

目的 ,已逐步从单纯满足科学家深化对 自然现象和

规律认识的兴趣 ,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

展 、国家安全和国力竞争的需要 。应从投资城市未

来的战略高度 ,重视基础研究 ,切实加大财政投入 。

第二 ,加强基础研究超前部署 ,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 。基础研究的储备是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基础 。在激烈竞争浪潮中 ,应当因势利导 ,超前部

署基础研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突破产业振兴的前沿

科学问题 ,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为推动城市发展

走上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轨道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

第三 ,培育创新人才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人才

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 。培养造就大批创

新人才 ,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举措 。在城市发

展中 ,既要重视贯彻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人才培养 ,

形成人才 “链 ” ,又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科学素

养的人才培养 ,形成人才 “面 ” ,从而为提升城市创新

力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

第四 ,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 。李政

道先生曾提出 ,创新的土壤最重要 。我们要尊重科

学规律 ,把握基础研究厚积薄发 、探索性强等特点 ,

引导 、保护 、发挥好科学家的创造激情 。同时 ,要加

强科学道德建设 ,保障科技事业健康发展 。

城市未来在创新 。把握科学机遇 ,繁荣基础研

究 ,才能真正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从而赢得经济长远发展的主动权 ,形成城市

长期竟争优势 。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环境 ,不

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携手共创

现代城市发展的美好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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