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W001.017 习近平论科技创新

（2017 年）

VW001.017.20170117.001

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

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

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

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

习近平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VW001.017.20170117.002



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

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

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习近平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VW001.017.20170117.003

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的争

论，树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我们要创新政策手段，推进结构性

改革，为增长创造空间、增加后劲。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

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既应对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带

来的挑战，也化解掉信息化、自动化等给就业带来的冲击，在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注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

望。

习近平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VW001.017.20170117.003

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减弱，人工智能、3D 打印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

形成。世界经济仍然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

中国将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习近平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VW001.017.20170118.001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

在孕育成长。



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

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

习近平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VW001.017.20170307.001

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的“龙头”，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

优做大，培育核心竞争力，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加快培育具有较强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科技人才队伍。

习近平2017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1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

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

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

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2

科技进步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事发展

走向。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

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

合度越来越深。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紧推动科技创

新和进步。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3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一些重要科技领

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科技兴军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

技领域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要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

划，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推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推

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

变。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4

推动科技兴军必须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加强同国家战略规划

对接。党中央已经对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作出战略决策，制定了一系列规划，为推动科技兴军提供了重要指导。我

军要结合贯彻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找准目标、路径、重点和突

破口，坚持实战牵引、体系论证，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发挥专家

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水平。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5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强化军事需求牵引，

最大限度实现民为军用，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这篇大文章，发挥国防科

技转化运用最大效益，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

合发展布局。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312.006

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

快速发展，对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



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习近平 2017 年 3 月 12 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VW001.017.20170514.001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

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

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

VW001.017.20170514.002

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向创新要动力。



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

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

VW001.017.20170514.003

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

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我们要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

合，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我们要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打造

创业空间、创业工场，成就未来一代的青春梦想。

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

VW001.017.20170514.004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项行动。

我们将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2500 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

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我们将

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

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

VW001.017.20170528.001

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

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

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

展。

习近平 2017 年 5 月 28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的讲话



VW001.017.20170801.001

要全面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瞄准世界军事

科技前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

习近平 2017 年 8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VW001.017.20170903.001

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表现突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改革创新潮流奔腾

向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

习近平 2017 年 9 月 3 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VW001.017.20171018.001



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全面从严治军，推动治军

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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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

果重大突破。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

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

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

撑。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



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

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

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VW001.017.20171111.001

创新是撬动发展的第一杠杆。当前，新兴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兴起，

创新发展面临难得历史机遇。我们要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

起转，市场和技术和谐共振，让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开花结果，

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

习近平2017年11月11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VW001.017.20171208.001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

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

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

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

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都把

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

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前瞻性布局。

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

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要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

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



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

网络空间。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

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

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

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

效化。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

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

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充

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

防范能力。要加强政企合作、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共



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

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要加强政策、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

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要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

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

VW001.017.20171212.001

中国农学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近现代农

业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农学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以推动农业科技

进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己任，积极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和普及应用，



积极促进农业科技人才成长，成为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

力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

平，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村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中国农学会发扬传

统，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向农业科技创新主战场，

在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致中国农学会成立 100 周年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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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行测产，首艘国产航

母下水，“海翼”号深海滑翔机完成深海观测，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复兴号奔

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



习近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表的二○一八年新年贺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