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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谋划新时代地质科技创新工作
朱立新１，２）

１） 中国地质调查局，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２） 中国地质学会，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新一届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形
成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建局方略，强力推进地质调查科技

创新工作，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关键技术突破和核心装备

研发，支撑解决资源环境重大问题取得突破性成果，在国内

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实现两个一百

年目标和科技强国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在地质工作转型发

展的重要关键节点，我们需要认真谋划新时代地质科技创新

工作，加快创新，全面提升依靠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重大

问题的能力。 要实现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在培训班

讲话中提出的地质调查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按照局党组提出

的“将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作为新时代地质工作转型升级

的两大引擎”的重大要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自然资源综

合管理新要求，坚持“双轮驱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地

质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

中国地质调查局。
１　 要进一步夯实科技创新基石

全面贯彻“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是新时代地质工作转

型升级两大引擎”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夯实科技创新这个基

石，把局党组对科技创新的各项决策落实到科技外事部方方

面面的工作，在科研项目、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国
际合作、境外地质调查等工作中，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落实

科技创新的目标责任，将科技创新贯穿于地质调查的全流程

管理，真正实现用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质调查的目

的，为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地调局做出更大贡献。

９４１第 １ 期 许强伟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大石寨组凝灰岩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２　 要切实落实科技创新的系列重大政策
一是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科研管理，减轻科技

人员负担，赋予科研单位更大自主权和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

财物支配权与技术路线决策权等重要政策，为地质调查工作

创建良好科研环境。 二是全面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

技创新的系列政策措施。 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就加强

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科
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研环境建设等方面，都有

重要指导性意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外部作为责任部

门，需要强力推进这些政策的落地，通过以建设京区基地“科
研特区”为抓手，以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

平台，以申报实施“地球深部探测”重大项目为纽带，创新体

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３　 要在地质调查部署的源头落实创新目标

要落实局党组提出的＂用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

质调查＂的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强化项目、资金、基地、人才

等科技资源的统筹，形成合力，解决资源环境重大问题中＂卡
脖子＂的科技问题，打造整装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地质

调查科技创新的影响力和支撑水平。 当前地质调查项目中

还存在着重大科技问题凝练不够、科技创新任务分散、目标

不明确等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加强科技创新

目标任务考核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地质调查项目立项的

初始阶段强化创新目标任务的落实，要认真梳理解决资源环

境重大问题面临的关键科技问题，把解决这些科技问题的技

术路线真正落实到项目任务中，实现科技创新目标任务的系

统规划和统一部署。 为此，在地质调查项目立项的初期，建
议加强科技外事部在整个地质调查项目科技创新目标任务

的统一部署和专项论证的责任，地质调查项目计划、工程、项
目须在通过科技外事部组织的科技创新目标任务通过专项

论证后，方能进入总工程师办公室的地质调查项目的总体立

项论证工作过程，进入项目库，真正实现地质调查项目在规

划部署的源头落实创新任务的目标，确保项目的水平。
４　 要认真谋划新时代地质科技创新工作

按照钟自然局长在培训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对未来地质

工作的总体部署，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地质科技发展的

前沿，要认真谋划未来 １０～３０ 年的地质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

要全面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十三五” 科技创新发展规

划》，确保规划任务落实，规划目标实现。 要强化对《中国地

质调查局“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跟

踪和督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地并按时完成。 要针对进展缓慢

的重点创新任务，组织牵头单位制订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加
快推进实施。 二是要研究制订《“十四五”地质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干热岩勘查开发、复杂

构造区页岩气调查评价、页岩油勘查试采、砂岩型铀矿调查

评价、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评价和深地探测、深海探测、
深空对地观测，以及支撑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的地球系统科学

重大问题等，进行系统规划和部署，确保有效支撑解决资源

环境重大问题和精心服务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 三是要

研究制订面向未来 ３０ 年的地质科技创新规划，推进重点领

域实现科技重大创新，支撑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深部热能

资源产业化、形成新的陆域油气资源基地和海洋油气资源勘

查开发基地、形成铀矿资源勘查开发基地、大宗紧缺和战略

新兴矿产勘查以及地球深部探测实现重大进展等系列有重

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全面提升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国际地学

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建成地质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５　 要全面提升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国际影响力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精神，为提升我国地质灾害防治能力，认真做好国际

合作工作。 一是依托环境监测院等单位，积极组织申报建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国际研究中心，打造地质灾

害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进一步发挥我局地质

灾害专家在国际滑坡协会等国际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解决

我国地质特点的地质灾害重大科技问题，支撑提升我国地质

灾害防治能力。 二是组织牵头申报与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国

际大科学计划，全面提升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国际影响力，
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６　 要实现境外地质调查工作的重要转变

要围绕国家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全面落实钟自然

局长提出的新时代境外地质工作要以服务国家政策，满足国

家重大需求，保障资源能源安全，提高精准服务水平，实现以

新兴矿产指导境外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要求，切实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谋划新时代境外地质调查工作思

路与目标任务，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精准服务。 一是认真

编制好境外地质调查工作规划，落实责任，采取有力措施着

力推进，实现境外地质工作的新布局。 二是围绕“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国家重大部署，强化境外地质调查工作，积极争取

设立国家境外地质工作财政专项，多渠道加大支持力度。 三

是聚焦国家新的重大需求，以目标为导向，以加大新兴矿产

资源和大宗紧缺矿产资源为重点，部署实施境外地质调查项

目，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四

是加强与国家大型矿业企业等合作，强化境外地质调查和矿

产勘查开发的链条设计，提高精准服务“走出去”的总体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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