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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截止 2018年 11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7 年 

纵向到款 

 

2017 年 

横向到款 

 

2017 年 

合计到款 

 

2018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18 年 

横向到款 

 

2018 年 

合计到款 

 

光电与计算

机学院 

3618 1199 4817 5414（796） 1081 6495 

能动学院 1111 1720 2831 1244（224） 1239 2483 

机械学院 670 707 1377 652（105） 810 1462 

医疗与食品

学院 

491 422 913 983（51） 360 1343 

环境与建筑

学院 

669 502 1171 615（8） 488 1103 

材料学院 572 177 749 783（8） 193 976 

管理学院 397 541 938 437 227 664 

出版与艺术

学院 

93 250 343 172（47） 183 355 

理学院 274 16 290 260（11） 26 286 

外语学院 30 45 75 55 12 67 

中德学院 20 8 28 23 12 35 

马院 12 5 17 33  33 

体育部 1 3 4 1 2 3 

沪江学院    1（1） 2 3 

其他 53 77 130 146 274 420 

合计 8011 5672 13683 10819 4909 15728 

 

单位：万元 

 

供稿：黄华杰 金卡 潘嘉屹 徐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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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我校两项成果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1 月 14日上午，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暨上海市

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2018）学术年会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隆重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紧跟时代步伐，紧贴决策需

求，紧扣上海实践，在构建中国体系中体现上海作为，在加强对外交流中凸显上

海优势，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 

会上宣布了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我校两项成果分别获

得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二等奖、学科学术类论文类二等奖。这是近年来我校人文社

会科学广大教师潜心学术、勇于创新、辛勤耕耘所取得的佳绩，今后，借助高水

平大学建设的契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将继续凝练特色、精准定位，为高水

平大学建设贡献力量，助力学校的整体发展。 

孙绍荣教授的《Five Basic Institution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五种基本制度结构与制度经济学）》获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二等奖。

该著作是孙绍荣教授原创的标志性成果的外现，是作者主持的 6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总结，并由国际权威学术出版机构 Springer 免费出版英文版。论文中，

孙教授详细阐述了制度工程学成果在方法上的重要贡献：一是使管理制度设计从

思辨发展到工程化，使制度设计由依赖经验发展到参数计算；二是使管理制度设

计由仅仅关注人发展到重视技术设备，使原来属于文科的管理学向工程科学转

变。目前，该成果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已经有多所高校开设了新课“制

度工程学”，扩大了我校管理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由我校于谦龙副教授与中国技术交易所李中华副总裁等合作完成的《中国拍

卖专利的专利资产指数开发研究》获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论文中指出，专

利的技术领域越接近，专利资产指数的适用性就越强，就越能够反映专利及专利

组合的价值总体特征。专利资产指数的构建方法为建立中国版的专利价值排序系

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建立类似单项专利资产指数的专利申请的质量初检体

系，以及其他类的专利价值相关指数做了研究铺垫，同时也为专利资产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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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重组等提供了分级分类管理的理论支撑。论文的研究成果被中国技术交易

所等单位在实践中应用，解决了实际问题，取得了很好效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经市委批准设立

的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项。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负责

评奖工作的组织实施，评奖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如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其常

设学术贡献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学科学术奖以及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

奖等四大类奖项，旨在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的前瞻性、创新性、基础性研究，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本市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大会现场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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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动员大会 

11 月 22 日下午，我校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动员大会在格致堂

201报告厅召开。副校长刘平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人文社科相关学院的近 100

名教师参加，会议由科技处处长张大伟主持。 

会上，刘平通过和上海其他高校人文社科学科发展情况的对比，肯定了我校

近年来人文社科研究取得的进步，也指出我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刘平表示，

国家社科基金是学校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载体，是我校振兴人文社科学科的重要

抓手，也是教师个人发展的助推剂，希望全校教师能进一步重视国家社科基金等

高水平文科项目的申报工作，提升申报质量，提高立项数量，从而快速提升学校

的人文社科研究水平。 

大会邀请了东华大学的高长春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基金项目的申报经验。他从

选题的角度切入、活页内容的设计、创新点的把握、前期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

申请书细节的注意等多方面进行了逐一讲解。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梦媛老师

交流了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国家社科青年基金申请过程中的经验。 

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是衡量一个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做好

国家社科的组织申报工作，是全校人文社科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动员大会的召

开为我校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吹响了号角，全校教师共同努力，

争取我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取得佳绩，快速提升学校人文社科研究水平，助力学

校高水平大学建设。 

   

  副校长刘平讲话               东华大学高长春教授分享申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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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2018先进机械与动力工程国际会议在我校召开 

11 月 8日至 10 日，由上海理工大学和日本福井大学、韩国釜庆大学共同举

办的 2018先进机械与动力工程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Mechanical and Power Engineering ，2018ISAMPE)在综合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中日韩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共 90 余人参加会议。先进机械与动力工程国际会

议每年举行一次，中日韩三方轮流主办，自 2005年始，已成功举办了 14年。今

年由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共同组织承办，并得到了研究生院

与国际交流处的大力支持。 

副校长刘平代表我校致欢迎辞，对三校之间的合作与友谊表示肯定，并对三

校之间进一步开展多领域的合作交流进行展望。日本福井大学 Nagai Niro 教

授、韩国釜庆大学 Lee YeonWon教授也为大会致开幕辞。我校曹晟博士为本次大

会作了题为“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的

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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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共收录 55篇论文，研讨会围绕机械和动力工程领域，包括材料、

设计和制造、传热传质、流体力学和机械系统工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

流。本次会议为三校在先进机械与动力工程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架设了桥梁,

促进了我校先进机械与动力工程学科的发展，提高了研究生们的国际化水平。 

 

 

  

副校长刘平致欢迎辞                      合影留念 

供稿：能动学院、国交处、研究生院 

医食学院考察泰州高港区医疗器械产业园 

11 月 12日，受泰州市高港区邀请，我校研究生院执行院长、医疗器械与食

品学院院长刘宝林教授率队考察了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医疗器械产业园，

双方就在大泗镇建立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产业园进行了深入交流。 

座谈会上，刘宝林教授首先介绍了我校医食学院的学科设置以及科技人才配

备等情况，并表示回校后将与学校各部门之间共同探讨，如何以大泗医疗为模板

校企联合创办医疗器械产业园区，进而不断加强校企之间的人才科技合作，积极

推动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的快速发展。同时，医食学院葛斌副院长、生物

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郑政教授、生物系统热科学研究所宋晓燕副教授分别从学院

管理、科研团队建设和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对学院在医疗器械方面的师资力量和

研究情况进行了具体介绍。高港区区委常委张汉刚、副区长谢军以及区委组织部、

科知局、大泗镇政府和港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希望与我

校早日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张汉刚同志指出，大泗镇拥有较好的大健康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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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营商环境和便利的运输条件,医疗器械产业是大泗镇的传统优势产业，企

业围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精准发力，不断挖掘“高精尖”项目信息，初步形成了

机制、平台、人才、金融等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他表示希望上理工医食学院能

在大泗镇投资优质的项目，助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后，在高港区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医食学院一行先后参观了大泗医疗器械

物流有限公司、泰州市美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药科技园、贝尔泰克（江苏）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药业集团等当地的明星企业。 

   

座谈会现场                    参观大泗医疗物流 

供稿：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军工科研工作】 

对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

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是党中央着眼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落实，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发展、融合发

展，应从加大统筹力度、搞好全面融合、依靠自主创新等方面，来推动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加大统筹力度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党历来重视推进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军情

变化，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逐步形成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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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军民融合发展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加速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体制改革基本到位。随后，党中央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

员会，强化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

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 

一是强化战略引领。 健全军民融合发展规划计划体系，使国家重大战略规

划、重大政策法规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军队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全面落实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从国家层面形成各领

域战略布局融合一体，各方资源整合一体，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

交等力量一体运用的战略态势，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战略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是完善体制机制。 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体制创新，统筹推进具有“四梁八

柱”性质的重大改革事项，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

依据《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

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政策，勾画的“十三五”时期军民融合发展蓝图，来进

一步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相关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加快形成与国家主导、需

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融合局面。明确军民协调机制。建立军民融合会议制

度，及时解决军民融合中出现的重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反馈处理制度，对遇到的

问题明确责任单位和处置程序。建立风险评估补偿制度，对于可能遭受的损失明

确责任评估方法、补偿方式和标准。还需建立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确立军民融合发展的评价标准规范，科学引导和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三是建全法治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法治体系应以国家宪法为基础，

立足系统思维，使配套立法更贴近实践需求。加快军民融合综合性法律立法和重

点领域立法进程，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提高军民融合发展的法治化

水平。如 2015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 年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等。但综合性法律如《军民融合促进法》等的立法工

作还需要进一步加紧推进。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通过相

应的风险管控机制，确保让有用、实用的项目服务国防，最终实现国防建设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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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好全面融合推进军民融合搞好全面融合，应确保充分发挥各

级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的职能，强化相关工作机构的融合理念，破除自成体系、

自我封闭的陈旧观念，克服“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倾向性问题，做

到应融则融、能融尽融，最大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建立国家级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推动重点领域、核心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全

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一）营造军民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打破军民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

破除制度和利益的束缚，加强军地之间、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关政策和

规划的衔接联动，提高政策和规划的执行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确保政策

制度的有效跟进。应加强宣传引导，创造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融合氛围，搭建军

地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配合退役

军人事务部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军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

务，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建设，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 

（二）促进军地互补的资源融合。遵循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的特点

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引导和整合相关技术、

人才、资本、管理和政策等资源，促进军地之间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各地设立

专项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动国防建设与区域

经济融合发展。通过加快“民参军”“军转民”的步伐，加速推动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取得更多的研发应用突破，如北斗导航系统、国产大型客机 C919、国产

航母等。 

（三）实现成果共享的经济融合。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产生或应用于

国防领域，而这些成果往往是在向民用领域推广后，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

引领带动作用。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蛟龙潜水、北斗导航和超级计算

机等为代表的重大国防科技工程产生的知识成果正在向航空航天、海洋资源、高

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纵深推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加大

先进民用领域技术向军事领域转移转化的力度，将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和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融合发展、军民两利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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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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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防科技创新真正获得全社会科研力量的支撑，充足资金的投入，

坚持依靠自主创新的路子搞发展。 

一是建设军民融合新体系。根本的就是要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在

海洋、太空、生物、新能源、网络和电磁空间等军民共用性强的领域，将军民融

合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筹划设计、组织实施、成果使用的全过程，抓紧解决面临

的突出问题，形成多维一体、协同促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格局。

各民营企业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未来，把准军事技术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的脉

搏，利用自身优势创新符合未来战争需求的产品，破解“需求迷雾”。 

二是探索军民融合新模式。 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企业承担国

防建设和国家军工项目，进一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支持各地投资平

台参与重大军民融合项目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商业化发展模式。支持高、精、尖

军工科研成果和产品向民用转化。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由传统领域融合向新兴领域

拓展，推动海洋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建设，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供支撑，

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基础。 

三是培育军民融合新人才。随着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空

天预警、防空反导、信息攻防、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高科技武器装备不断列装，

军队岗位的科技素养也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优化培养模

式、健全培养体系，构建以部队综合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以军

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格局，形成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还

要依托国民教育优质资源，聚焦紧缺专业、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培养军事人才，

拓展军事职业教育的路径和形式，提高官兵科技素养和人才培养质量。 

                                              摘自《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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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瞭望】 

薛澜：中国科技政策改革与发展 40年的回顾与反思 

在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理事会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薛澜教授作了《中国科技政策改革与发展 40 年的回顾与反思》的大会报告，主

要谈了中国科技创新改革与发展 40 年的成功与不足，中国科技政策改革与发展

的反思，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等议题。以下为报告全文。 

我首先介绍一本新书：《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这是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全面回顾了 40

年科技创新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从时间轴上把主要的事件和经历做了全面

回顾，另一方面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分析，研究会的理事长和很多

同仁也都参与了本书的写作，目前该书已经正式出版，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科技创新改革与发展 40 年的成功与不足 

（一）改革发展的成功及原因 

首先，过去 40 年国家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强研发投入等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步。上世纪 90 年代科技政策学者总在呼吁应该增加科技投入，这个阶段已

经跨过去了，中国的研发投入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超过欧盟国家平均值，在发展中国家遥遥领先。另外中国在很多重

要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成为全球创新领域非常重要的力

量。从 2016 年开始，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全球排第一，而且论文质量也在

不断提升。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中国学者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总量从 2013

年前后也已成为世界第二。除此之外中国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也实现了飞跃，涌

现出很多有代表性的创新性企业，包括联想、华为、小米等等企业。 

改革成功的原因是改革与开放形成了良性互动。首先国内的改革为创新提供

了动力，同时也为新的开放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进一步的开放所带来的国外经

验也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同时深入开放和国外创新主体的参与对下一步的

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从而推动了新的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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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 

（二）改革发展的不足及原因 

首先，原创性高水平研究不足。尽管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从数量和质量上都

有很大提高，但是原创性的高水平研究差距还是很明显。高水平期刊论文发表方

面，中国确实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但是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真正原创性

的高水平研究还需加油。其次，中国整体产业创新能力不足。金砖国家里，中国

的劳动生产率仅比印度高一些，在 G20国家中也基本上是倒数。在若干产业领域

中国可能比较好，但从整体各个产业来看，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

距还是不小。第三，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依赖比较严重。中国目前很多

高技术产品设备依靠进口，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 2270.7 亿美元，近几

年每年贸易逆差在 1600 多亿，可以看出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技术依赖还是比较大

的。第四，中国产品质量和品牌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

作为制造大国，可以说制造能力确实很强，但是真正能够在国际上打得响的品牌

还是不多。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改革还需要进一

步深化。 

中国目前传统的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对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提高还是

有很大的制约。所有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不管是科研、高等教育、医疗服务等，

大家面临的很多问题是相同的，如何改革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是下一步深化

改革的重大难题。 

另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关于现代大学治理

体系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但是进展相对迟缓。少量高校发展很快，但多元合理的

高等教育体系也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和高水平的理工科大学过于集

中在各个行政区的中心城市、省会或自治区的首府，或者该行政区的副中心城市，

但其他的二三线城市高质量的高校很少。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在地理分布上过于集中，出现北漂等。但是二三线城市对于各方面高水平人才的

需求也非常紧迫，我们目前高等教育政策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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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就在其原有私立大学和赠地大学的体系之外特别加强州

立大学系统的建设，在每个州内建了很多分校，保证在离大城市或中心城市比较

远的地方同样也能得到比较好的高等教育，这方面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还有，现代公立科研结构的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前几年我们对大型科研院所

的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之间是否协调等方面进行调研，发现绝大部分

研究机构的理事会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很多都是形同虚设。转制院所和没有转

制院所之间运行模式也没有发现有本质差别。转制院所想要拿国家的项目，国家

的公立院所希望到市场上获取各种研究资源，大家的定位都比较模糊，运行模式

比较趋同。这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改革潜力。 

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创新体系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如怎样保证政府科研经费

保障性拨款和竞争性项目之间的平衡。我们前些年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科研经费

通过保障性拨款的比例相对比较低，政府科研经费很多都是通过竞争性科研项目

的方式来执行。但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利弊和适用条件应该更加深入研究。从

国际上比较来看，也许我们的竞争性经费比例太高了。还有使命驱动与好奇心驱

动的平衡，在中央和地方科技经费的资源配置上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地

方。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改革尚未完成。 

中国近几年的政策特别重视创新，但是创新的核心是要创造价值，创造价值

的主体就是企业，而企业则需要好的市场环境。过去这些年太过于重视科技因素，

而对于非科技因素重视不够，尤其对市场环境重视不够。创新要靠市场主体在市

场环境当中创造价值。在目前的阶段，市场环境不健全是创新最大的障碍。我们

在科技改革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市场环节不解决，价值创造就出不来。

低成本竞争、抄袭仿冒、不公平竞争等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只要有这些漏洞存

在，企业就会钻这些漏洞，就不会真正创新。只有填补这些漏洞，真正让市场成

为公平竞争的市场，企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在这方面需要对市场环境给予更

加关注。 

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探索的。像吸引外籍人才的各类



 

 15 

程序问题。今年我们引进了一位外籍人才后发现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麻烦，比

如他的行李到海关，全家行李进不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签证是 12月到期，

我们海关规定如果有效签证不到 6个月就不让你进来，我们催他赶快去延签证，

后来发现如果签证没有到最后三个月不让你延。像我们这种互相矛盾的制度安排

还需要尽快解决。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创新能力的积累需要时间。 

中国产业创新能力这些年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正如一位中国技术史专家所

说的那样，中国近现代技术的发展历程不是一部发明史，而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土

化的进步史。上世纪前半叶，西方技术支撑我们的民族产业，中后期苏联技术转

移，后期外资引进，真正开始关注创新问题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时间很短。在

这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包括文化、体制、管理模式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

目前要做的一方面是加倍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创新能力积累需要有一定时间

的客观规律。 

中国科技政策改革与发展的反思 

前面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下面是反思，回顾过去 40 年科技政策、科技管

理、学术共同体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是要保持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联系。一方面，政策研究为政策实践提供

了新的思路。过去 40 年政策研究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很多

新的思路。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前辈的研究为当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依据，很多文件都是他们参与起草。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这些研究也为

决策提供了一些支撑，包括科技全球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政策研究也为政策实

践培养人才。科技政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有很多从政策研究进入到政策实践当

中，也有很多政策实践的人回来参与政策研究，还有很多是政策研究、政策实践

两栖型人才，使得政策研究与实践形成非常良好的交流。 

但现在也面临新的问题，在现在的学术研究的环境下，特别是高校、科研机

构尤其重视研究论文，新的激励机制特别重视论文的发表，对于政策研究如何评

价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机制。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下，我们还能否培养出两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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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有没有兴趣深入参与很多政策实践的研究，真正为政策实践提供思路的研

究，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今后应保证政策研究与实践继续保持这样的有机联

系。 

二是要理清科研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关系。在政策目标上，现在政策作用的对

象和政策手段聚焦在科研体系和科技政策方面，但存在一个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

的错位，本来想推动创新为经济建设服务，应该是在市场主体这方面下功夫，但

是我们改革措施和手段主要是借助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机构推动改革，如果从

线性模式来说可能还是能够有一点作用，但是总体来说存在一定的错位。要创造

价值靠的是市场主体、市场环境的改善，最近这几年也已经有了很多明显的改善。

现在要做的是区别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过去经常将这两个概念捆在一起，没有

真正把它区分开，但他们是不同的。一方面科技政策可能不一定要考虑它的实际

应用，现在的科技政策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激励机制等等。另一方面研发

政策是如何把钱变成知识的，要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考虑，从创新政策，创新活动

规律，到完善市场环境，最后把知识变成市场价值。 

三是要加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治理。过去 40 年发展过程中，整

个中国社会对于科技创新赋予了各种光环，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政策导

向都是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但是反过来对于科技创新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

险却考虑得并不多，几乎也没有提到。现在普遍认为只要是创新就是好事。但随

着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在很多新兴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了前面，这个时候科

技带来的风险就不能再被忽视。现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地球工程领域有大量

的风险问题，需要有关学者、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关注。另外一点，未来面临新的

挑战，一个学科领域不会永久长盛不衰，这使得我们对学术建设需要有一些战略

思考。一方面要去巩固现有的学科基础，另一方面是探索如何在各学科领域拓展，

更多的新兴学科合作，能够真正让我们学科保证长盛不衰。 

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是科技和经济关系的问题，是改革开放 40 年非常核心的问题。其中很

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比如科技的贡献率。 



 

 17 

其次是创新主体的定位。企业、研究机构、高校都是知识密集型单位，但是

科研活动中各自的分工定位、运行逻辑到底有哪些相似和差异，怎么让他们更好

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做更深入研究。尤其是高校、研究机构的内在研究规律方面，

原来科学学做了很多研究，现在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是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 

第四是举国体制与市场模式。中国的特点是市场失灵与市场不健全并存，怎

么样能够合理应用这两个模式，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体制优势发挥，同时完善市场

机制，把举国体制的成本降到最低，也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 

第五是网络数字经济的创新规律。现在很多创新活动都是以传统制造业为基

础，但新兴的数字经济给很多原有理论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需要对此进行深入

研究。 

最后是全球化科技治理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摘自《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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