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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公民科学素质是可以测量的 

二、10%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三、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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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民科学素质是可以测量的 

公民科学素质指标（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简称CSL，

是反映群体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了解科
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
三部分构成。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国民素质来看，是检验一个国
家和地区，科学教育、素质教育以及公民终身科技知识学
习和掌握结果的指标。 

从建设创新型国家来看，是检测一个国家和地区，支撑科
技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的重要指标。 

公民科学素质指标已经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成为衡量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指标。 

公民科学素质指标（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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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相关政策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2.6.29）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2.9.23）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共建机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第六十七章第四节—— 

“普及科学知识，推动全民阅读，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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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 

调查年份 1992 1994 1996 2001 2003 2005 2007 2010 2015 

样 本 量 5500 5000 6000 8520 8520 8570 10080 69360 70400 

有 效 率 
＞

85% 

＞
80% 

＞75% 98.0% 99.5% 100% 99.8% 98.6% 99.2% 

评测对象 全国及东中西地区 全国及各省级单位 

抽样方法 简单PPS 
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

PPS (d≤3%) 

分层三阶段不等概率PPS 

(d≤3%) 

加权参数 性别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城乡 

调查单位 国家科委、中国科协 中国科协 、中国科普研究所 

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技术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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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 

 调查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4号（国家统计局） 

 调查组织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调查实施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调查执行机构：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数据采集方式：平板电脑入户面访，实时上传数据 

 调查执行时间：2015年3月至8月 

 第三方质量控制：拓索市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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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发“数据采集与跟踪管理系统” 

调查员信息 

被访人与 
调查信息 

访问场景 
随拍照片 

访问点GPS信息 

所有题目 
答题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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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计算过程 

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18～69岁） 

全体公民（18～69岁）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
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三
部分题目回答情况 

利用项目反应理论计算受
访者科学素质得分 

等于或超过70分者
为具备科学素质 

国际可比算法 

保证题库中不
同题目评测效

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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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公民科学素质是可以测量的 

二、10%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三、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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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状况 

位序 省份 比例(%) 

1 上海 18.71  

2 北京 17.56  

3 天津 12.00  

4 江苏 8.25  

5 浙江 8.21  

6 广东 6.91  

7 山东 6.76  

8 福建 6.10  

9 吉林 5.97  

10 安徽 5.94  

11 辽宁 5.71  

12 河南 5.59  

13 陕西 5.51  

14 湖北 5.47  

15 河北 5.28  

16 山西 5.27  

17 湖南 5.14  

18 内蒙古 5.14  

19 江西 5.10  

20 黑龙江 5.07  

21 重庆 4.74  

22 四川 4.68  

23 兵团 4.42  

24 广西 4.25  

25 宁夏 4.01  

26 新疆 3.97  

27 甘肃 3.95  

28 贵州 3.56  

29 云南 3.29  

30 海南 3.27  

31 青海 3.24  

32 西藏 1.93  

  全 国 6.20  

二、10%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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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普遍提升 

以内蒙古为例 
2015年5.14% 
2010年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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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一般规律——S型曲线 

 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与教育、科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并基本遵从“S型曲线”的发展规律。 

 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长期发展，是遵从从缓慢徘徊到稳步增
长、从稳步增长到迅速提高、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趋缓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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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状况比较 
（1991-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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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从1991年的6.9%到1995年的12%用了5年时间，

而从1991年的6.9%到1999年的17.3%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 

 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经历了从1992年到2005年的长期徘徊，从2005

年到2015年的稳步提高，已经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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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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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区域特征 

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征 典型经济发展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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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特征 北京市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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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分人群差异 
 

性别差异 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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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分人群差异 
 

文化程度差异 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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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分类 
 

 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呈现不同阶段性特征 

快速增长阶段：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5个省市； 

稳步提升阶段：广东、山东、福建、吉林、安徽、辽宁、河南、陕西、

湖北、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江西、黑龙江、重庆、四川17个

省（市）、自治区； 

夯实基础阶段：兵团、广西、宁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海南、

青海、西藏9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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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发展目标的预测与设定 

快速增长类：科学素质快速增长+人口流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稳步提升类：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人口流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夯实基础类：科学素质缓慢提升+人口变化+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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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公民科学素
质发展水平 

质量结构 

（内因） 

科技教育 科学普及 

影响因素 

（外因） 

城镇化 信息化 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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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公民科学素质是可以测量的 

二、10%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三、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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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重要基础 

三、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有效措施 

建立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科学教育体系 

用现代科学教育理念指导科学教育发展 

增加对非正规科学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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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重要基础 

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

为青少年营造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建立和完善反映青

少年不同阶段科学

素质发展水平的评

价标准和监测体系。 

科学教师队伍培养，完善

科学教师考核体系。 

加强科技馆和学校

的有机结合，充分

发挥校外科普设施

和科普资源的科学

教育功能。 

促进校内外、城乡科普及

教育资源的合理匹配和公

平普惠。 

24 



 科普经费投入仍然较低，经费投入总额远远落后于教育、科技经费投入。

2012年科普经费中政府拨款占GDP0.017%，教育经费占GDP的3.66%，R&D经费占

GDP的1.76%。 

 科普经费总量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5年，我国中央财政科技预算支出为

2587.25亿元，其中科普经费为19.16亿元，占科技经费预算支出的0.74%，全

国人均不到2元。2015年美国联邦R&D经费预算1354亿美元，其中STEM教育经

费预算29亿美元，占R&D预算的2.1%，全国人均9.2美元。 

 科普经费国内地区差异巨大。2013年我国省、市、县三级科普专项经费中，

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年科普经费分别达16.67元和15.62元,但仍有15个省份不足

3元，更有两个省份不足1元。 

（2）加大科普投入力度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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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科普投入力度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保障 

科普投入 

科普设施 

建设 

科普资源 

开发 

科普人 

才培养 

开展重大
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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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方法 

 2011-2015年,中国网民科普需求增长178%,增长主要发生在移动端 

 科普搜索指数日均值由2011年

第一季度的2,517,175增长到

2015年第一季度的

6,992,853，同比增长178% 

 增长主要发生在移动端，移动

端科普搜索指数日均值增长了6

倍多 

 在2013年9月移动端单日科普搜

索指数首次超过PC端 

2011—2015年第一季度科普搜索指数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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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专项，创新科普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启动建设科普中国服务云，形成科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通道； 

 拓展科普信息传播渠道，拓宽传统传统渠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科学

传播渠道； 

 强化科普信息落地应用，创新科普精准服务模式。 

（3）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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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学习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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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民科学
素质纲要》的重
点人群，以重点
人群科学素质行
动带动全民科学
素质持续提升； 

为成年人终身教
育提供根本的内
容标准。 

•科学总论 

•数学与信息 

•物质与能量 

•生命与健康 

•地球与环境 

•工程与技术 

•科技与社会 

•能力与发展 

• 青少年 

• 农民 

• 城镇劳动者 

•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 社区居民 

《公民科学素质学习大纲》 



《小学生科学素质读本》 

《中学生科学素质读本（初中版）》 

《中学生科学素质读本（高中版）》 

《农民科学素质读本》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读本》 

《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读本》 

《社区居民科学素质读本》 

公民科学素质系列读本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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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多语言 
版本 

动漫 



（5）加强科普电视节目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渠道 

31 

电视仍然是公民获取
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 



电视台、广播和网上增加播放时间和传播频次，办好科普频道； 

推动有关主管部门制定鼓励大众传媒开展科技传播的政策措施； 

推动主要新闻媒体重视科技宣传，做大做强做实科技宣传报道； 

办好科技类电视节目，营造全社会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深度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现多渠道全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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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科普电视节目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渠道 



（6）加强科普设施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最具有长远意义
的举措 

33 

    我国科普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科普设施数量少，公共科普服务能力未能覆盖大多数国民； 

部分科普设施的科普活动或项目数量少、形式单调、水平较低,科普功能

未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较差； 

不同科普设施及不同科普项目之间缺乏配合、呼应，未能形成协同效

应，传播效果有待提高； 

许多科普设施的展品、展板、挂图、实验器材等科普资源在内容、形

式、技术上相同或相近，却分别开发、分头维护，造成人、财、物的重复投

入； 

部分科普设施因管理机构缺少资源开发、技术维修力量，或是资源难以

更新补充而逐渐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或是展品、器材损坏而停止运行。  



（6）加强科普设施建设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最具有长远意义
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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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 

推动科技馆由数量与规模增长向提升科普能力与水平的内涵式发展； 

大力推动虚拟现实等技术在科技馆展教中的应用； 

推动中西部和地市级科技馆建设； 

引导、鼓励各地科技馆根据本地状况建设具有地方、产业特色的专题

科技馆； 

建设完善科技馆标准体系及协同机制，发挥科技馆的辐射作用。 



（7）举办引人入胜的科普活动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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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举办引人入胜的科普活动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最有效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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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全国科普日、世界环境日等活动； 

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员教育、体育健身、文化宣传、卫生健康、食

品药品、防灾减灾等各类科普活动； 

面向城镇新居民开展适应城市生活的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活动，

帮助新居民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创新农村科普服务手段，结合中国乡村e站，开展科普惠农活动； 

关爱农村留守妇女们，启动“智爱妈妈”行动，提供科普援助。 



（8）繁荣科普创作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最活跃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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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普及性 

趣味性 审美性 

科学性 科普创作的基本要素 



（8）繁荣科普创作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最活跃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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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作平台 

文字影视游戏一体 

O2O移动端科普应用 

众创众筹创作模式 

“互联网+科普创作” 



（9）加强监测评估是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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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质监测评估 

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 

公民科学素质指标 

公民科学素质综合评价体系 

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分解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国家科普能力监测评估 

区域能力指数考核评估 

科学素质建设工作任务 

公民科学素质共建协议 



谢谢各位，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