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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科普事业实现了从自

发到有组织有计划、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

飞跃。特别是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工作，将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

从 2005 年的 1.62%、2010 年的 3.27%、2015

年的 6.20%，逐步提高到 2018 年的 8.47%。 

 

科技部发布 

《2017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日前，科技部发布 2017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

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十三

五”国家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取得良好实施

效果，《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相关知识得到

普及，公众科学素质明显提高，参与科技活动积极

性不断提高，全国科普事业发展态势良好。 

 

一、 科普经费平稳增长，政府拨款仍是主体。 

 

2017 年全国科普经费筹集额 160.05 亿元，

比 2016 年增加 5.32%。科普经费政府拨款

122.96 亿元，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 76.82%，比

2016 年提高了 0.66 个百分点。其中，人均科普

专项经费 4.51 元，比 2016 年增加 0.03 元。科

普场馆基建支出共计 37.41 亿元，比 2016 年增

加 10.54%。 

二、 科普场馆快速增长，参观人数持续增加。 

2017年全国共有科普场馆1439个，比2016

年增加了 46 个。其中科技馆 488 个，科学技术

类博物馆 951 个，分别比 2016 年增加了 15 个

和 31 个。全国平均每 96.60 万人拥有一个科普

场馆。科技馆共有 6301.75 万参观人次，比 2016

年增长 11.61%。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共有 1.42 亿

参观人次，比 2016 年增长 28.85%。 

 

三、 专职人员作用凸显，讲解人员占比提高。 

2017 年全国科普专职人员 22.70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0.35 万人。其中专职科普讲解人员

3.12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0.23 万人，占科普

专职人员的 13.74%。科技部连续多年组织全国

范围的科普讲解大赛，凸显了专职科普讲解人员的

重要作用。专职科普创作人员 1.49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0.08 万人，占专职科普人员的 6.57%。

全国兼职科普人员数量 156.75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 6.14 万人，但实际投入工作量达到

189.78 万人月，比 2016 年增加 2.33%。 

 

四、 科研设施加快开放，科普资源日益丰富。 

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通过组织科普活

动向社会开放，成为中国科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7 年全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

展科普活动的数量达到 8461 个，比 2016 年增

加 381 个，参观人次达到 878.65 万，比 2016

年增长 1.77%。 

 

五、 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深受广大公众喜爱。 

以科技活动周为代表的群众性科普活动产生

广泛社会影响。2017 年各类科普活动参加人数共

计 7.71 亿人次，比 2016 年增长 6.30%。举办

科普（技）讲座 88.01 万次，吸引听众 1.46 亿

人次。举办科普（技）竞赛 4.89 万次，1.01 亿

人次参加。举办科普国际交流活动 2713 次，

70.21 万人次参加。 

六、 科普传播媒介日趋多样。 

全国共出版科普图书 1.41 万种，总印数 1.12

亿册，占 2017 年全国出版图书总印册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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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全年累计发行科技类报纸 4.91 亿份，电

视台播放科普（技）节目累计 8.97 万小时，电台

播出科普（技）节目累计 7.37 万小时。2570 个

科普网站共发布各类文章 136.71 万篇，发布科普

视频 4.97 万个，网站累计访问量达到 9.21 亿人

次。2065 个科普类微博发布各类文章 66.45 万

篇，阅读量达到 44.09 亿次。5488 个科普类微

信公众号发布各类文章 87.49 万篇，阅读量达到

6.94 亿次。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引智司负责，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此次统计范围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0 个中央、国务院部门，是目前国内统计范围最

广、涵盖面最大、内容最丰富、最为权威的政府科

普工作基础数据，共回收有效调查表 6.53 万份。 

 

中国科普政策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科普

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首次

从法律的高度对科学技术普及进行明文规定，明确

了科普的地位、政府及各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等

重要内容。这是我国科普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直

接影响科普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对科技事业特别是

科普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从此，“科学普及与科

技创新一样重要”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成为社

会共识。  

 

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该纲要指出，到 2020

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形成

比较完善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

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在

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21 世纪初的水平。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科技部、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 20 个部门参加制

定《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建立《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实施的

监测指标体系，定期开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

衡量尺度和指导。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指出围绕夯实创新的群众和社会基础，

加强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整体水平的提升；加

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科普信息化，培育

发展科普产业；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各类科研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弘扬科学精神，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增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培育尊

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文化。 

2017 年，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十三

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主要明确“十

三五”时期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是国家在科普和创新

文化建设领域的专项规划，是指导中国科普和创新

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历届全国科普日集萃 
 

 

2010 年 

主题：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2011 年 

主题：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促进创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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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主题：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促进创新创造 

2013 年 主题：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2014 年 主题：创新发展，全民行动 

2015 年 主题：科技成就梦想 拥抱智慧生活 

2016 年 主题：创新放飞梦想 科技引领未来 

 

 

 

（来源：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