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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截止 2020年 8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9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19 年 

横向到款 

 

2019 年 

合计到款 

 

2020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0 年 

横向到款 

 

2020 年 

合计到款 

 

光电与计算机学院 4039（418） 640 4679 4951（945） 644 5595 

能动学院 1008（148） 1099 2107 1314（571） 642 1956 

机械学院 445（3） 896 1341 635（115） 791 1426 

医疗与食品学院 840（18） 287 1127 1586 405 1991 

材料学院 749 200 949 462（43） 159 621 

环境与建筑学院 469（23） 437 906 441（22） 668 1109 

管理学院 297（10） 239 536 306（23） 222 528 

理学院 248 26 274 695（49） 59 754 

出版与艺术学院 85（8） 183 268 174（51） 130 304 

中德学院 40 12 52  15 15 

外语学院 10 12 22 31 16 47 

实管中心 20 0 20   0 

马院 5 0 5 52 3 55 

中英学院 2 0 2   0 

体育部 0 2 2   0 

沪江学院 0 2 2  0.3 0.3 

其他 108 54 162 40 212 252 

合计 8365 4089 12454 10687 3966.3 14653.3 

                              

                        单位：万元 

 

供稿：黄凯 吉莉 潘嘉屹 薛孝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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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我校多项成果荣获 2019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5 月 19 日上午，2019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

召开，隆重表彰为上海科技创新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我校共有六项科技成果获得 “2019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等级取得学校

历史最好成绩。 

在此次所获奖项中，由上海理工大学作为牵头单位的项目获得一等奖 2 项、二

等奖 3 项；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参与的项目获得二等奖 1 项。 

牵头完成的一等奖的项目分别为：刘平教授团队完成的“高速铁路用高性能铜

合金接触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高速铁路用高性能铜合金接触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研究成果 

 

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刘平教授 

该项目联合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在

国家“863”计划支持下，历经 16 年的产学研合作研究，开发了微合金协同强化技



 

 4 

术，突破了铜合金接触线高导电与高强度，以及与高耐磨、抗软化等性能协同优化

的技术难题，研制出 Cu-Ag、Cu-Mg、Cu-Cr-Zr 三个系列的高性能铜合金接触线。

开发了高效率、低成本、大规模、易推广的高性能铜合金接触线制备关键技术，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与封锁，带动了整个接触线制造行业的发展，为我国高速铁路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 

张大伟教授团队完成的“高性能光谱仪器及高精度关键元器件的研制与工程化

开发”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高性能光谱仪器及高精度关键元器件的研制与工程化开发”项目研究成果 

 

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张大伟教授 

该项目联合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四

研究所等七家单位，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等重大项目支持下，

解决了脉冲氙灯宽光谱稳定性与长寿命、特种光栅的理论与精密制备、宽波段 CCD

紫外响应及光动态响应范围不足等难题，并对光谱仪器高分辨率高稳定性指标进行

系统攻关，实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脉冲氙灯、高精度光栅、CCD 检测器关键

元器件和全谱原子光谱分析仪、塞曼原子吸收光谱仪、原位水质分析仪等系列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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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光谱仪器的产业化。整体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防军工、生物医药、食品

安全等重要行业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光谱仪器提供保障，具有重大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牵头完成的二等奖项目分别为：祁影霞教授领衔科研团队完成的“新一代环保

工质 R290/R32 制冷系统与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喻洪流教授领衔科研团队完成的“智能动态控制肌电仿生假手关键技术及应用”

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郑七振教授领衔科研团队完成的“基于超高性

能材料的预制装配式构件高效连接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参与完成的二等奖一项，郑七振教授与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

“城市既有建筑群地下空间拓建技术与工程应用”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2019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308 项（人）。本次我校斩获的六个奖项

是学校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优秀成果的体现，牵头完成的一等奖数量排名上海市属

高校第一，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广大科研人员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努力。

我校科技工作者将继续发扬奋发有为、务实进取的精神，紧抓长三角一体化、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等的历史机遇，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

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的原创性成果，提升我校整体科学研究水平，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上理智慧和

力量，为早日实现把我校建设成为“特色显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学”的目标而奋斗。 

此次扬帆计划我校申报数和资助数在上海市均名列前茅，体现了我校青年教师

科研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学校将通过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推动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我校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荣获多个奖项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 9 月 19 日闭幕，我校宋晓燕老师团队参展

项目“基于裸眼 3D 显示的医学教育、培训与临床显示系统”荣获高校展区“优秀

展品奖”。学校推荐的创新创业展品“基于微生物介质的智能水体水质卫士”，首次

荣获工博会高校展区“优秀创新创业展品奖”。 

学校的参展组织工作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认可，获得了工博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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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组委会颁发的高校展区“优秀组织奖”和“先进个人奖”。迄今为止，我校已

连续 8 年荣获得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组织奖”，多次荣获“先进个

人奖”。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项目是我校进入“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计划”以来不断

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工作成果，体现了学校围绕

“引领产业技术进步的创新型大学”的定位，建设特色显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决

心和奋发有为的姿态。 

 
获奖证书 

我校二十六名教师入选 2020 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6月 24日，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评审立项结果公布。我校

共有 26 名青年教师成功入选，获批资助数比去年增加 85.71%，在全上海所有申报

单位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设立，主要资助 32周岁以

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旨在选拔和培养一批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鼓励其

进行原始创新和大胆探索，尽快成长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我校三位青年教师入选 2019 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 

2月 27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正式公布了入选 2019

年度“晨光计划”的项目名单，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慧珺和韩三灿、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王佳韵三位青年教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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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珺长期从事石墨烯等新型炭材料、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及其应用研究，近年

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发表 SCI 论文 30多篇，他引百余次，申请发明专

利 10余项；韩三灿从事光电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生长机理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近 6年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 SCI刊物上发表论

文 9篇，其中 ESI 高被引 2篇，热点文章 1篇；王佳韵致力于研究实现沙漠空气源

供水，发表 Joule 等 SCI论文 9篇，申请发明专利 3项，研究成果“日取水量为

50 kg的高效机组”比原有技术提高了 25倍。 

上海高校青年科研骨干培养计划（简称“晨光计划”）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深入推进本市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培

养造就一批青年骨干教师设立的，主要资助 30周岁以下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我校每年可申报四项。此次我校三位老师入选，资助率

远高于全市平均资助率，说明通过高水平大学的启动和建设，我校青年教师的科研

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将进一步推动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光电学院纳米光子学团队非线性光学材料上取得新进展 

2020年 8月，未来光学国际实验室下的纳米光子学团队蔡斌教授在非线性光

学材料上取得新进展，在知名期刊《ACS Photonics》（SCI一区）上以“DAST Optical 

Damage Tolerance Enhancement and Robust Lasing via Supramolecular Strategy”

（基于超分子结构的 DAST光损伤阈值增强和稳定的激光激射）为题发表封面文章。

光电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甜为该论文第一作者。 

有机非线性光学晶体 DAST(4-[4-(dimethylamino) styryl]-1- 

methyl-pyridinium tosylate)具有比传统无机非线性晶体如铌酸锂(LiNbO3)等高

1-2个数量级的二阶非线性，在太赫兹波激发、探测，通讯领域的超高速电光调制

以及激光波长转换等诸多应用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长期以来，掣肘于 DAST晶

体光损伤阈值低下，其发展与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为突破以上瓶颈，研究团队利用具有桶装结构的环糊精(β-CD)分子对条状的

DAST分子进行包覆，形成 DAST@β-CD 超分子体系，利用β-CD 分子的位阻效应成

功地抑制了 DAST 分子的光分解。而且，超分子包覆可以有效消除浓度消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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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T光致发光性能的负面影响，荧光量子效率可提高约 10倍。在此基础之上，通

过二次培养法成功制备出高质量的 DAST@β-CD 超分子晶体纳米线（NWs）、微晶

（MPs）和混晶(CMCs)。研究表明这些 DAST@β-CD超分子晶体不仅具备与原 DAST

晶体相当的二阶非线性，而且兼顾了优良的荧光特性与光稳定性。利用此特点，课

题组在 DAST@β-CD微晶上实现了低阈值单模激光信号的输出，在混晶上实现了随

机激光信号输出。在敞开空气环境下， 532 nm皮秒激光以 17.5 GW / cm2 的峰值

功率密度（该值比 DAST晶体光漂白阈值高 8-9个数量级）连续照射晶体 4小时，

仍然能维持 95%的激光信号强度，显示了极高的光稳定性。 

本研究制备的 DAST@β-CD 超分子晶体，在继承了 DAST晶体二阶非线性的同

时，兼顾了极高的耐光性和荧光发光特性，这不仅大大拓展了 DAST晶体在非线性

光学领域的应用范围，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晶体自身的物理内涵，为多物理场的相互

作用、调制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基础。本成果特此被《ACS Photonics》遴选为 2020

年 8月 7卷 8期的封面文章。光电学院袁帅、李敏和游冠军等多位老师在课题研究

推进过程中给予了帮助与指导。 

 
实验原理图 

 
封面图 

文章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photonics.0c00602  

供稿：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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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承担的中国工程院疫情专项项目召开中期会议 

8月 20日，上海理工大学承担的中国工程院疫情专项项目“新冠病毒及烈性

病原致病病毒全自动检测系统”（编号：2020-XY-73）组织召开了项目中期会议。

庄松林、李同保、魏复盛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仪器仪表、临床检验、病毒学、

生物安全、检验检疫、自动控制等方面的专家和相关领导 20 余人参加会议。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本次会议采用了现场与视频结合的形式举行。 

会议由我校科研院院长张大伟教授主持，会上，项目负责人、庄松林院士简单

介绍了项目背景及主要进展情况，并对各位参会专家、领导表示感谢。上海纽钛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袁旭军总经理从项目背景、项目进展情况、项目经费情况、项目组

织管理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五个方面做了汇报，他表示，目前项目样机已经完

成，技术指标基本完成，应用测试正在进行。 

会议期间专家现场参观了项目成果样机，同时通过视频向线上的专家老师展示

了成果样机。根据项目进展汇报和成果样机情况，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项目组的工

作成绩，在三个半月的时间内实现从样本输入到检测结果输出的自动化核酸检测系

统。该系统大大节约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提高检测效率，同时系统具有 P2+生物

安全防护等级，极大地降低了医护人员被检测样本感染的风险。会议期间参会的各

领域专家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抒己见，对项目样机从核酸检测（准确度、

流程、污染、先进技术和通量）、生物安全（防护、消杀）、应用场景（操作便利、

安装调试）以及市场等几大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据了解，此次会议还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病毒所原党委书记

袁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中心主任、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瑜，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

实验室生物安全研究室原主任李劲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

口腔医学研究所所长陈万涛、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所长张曦、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隋国栋，国智清创雄安机器人研究院院长魏东，上

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研发基地建设与管理处张露璐，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浦景

松，松江区军民融合处产业发展部部长高锦光，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邵俊斌，上海星耀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军，上海纽钛测控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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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长杨培强，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钧，上海宏方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江等。 

  

庄松林院士讲话                        李同保院士讲话 

供稿：科技发展研究院 

上海食品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启动大会召开 

8月 9日下午，上海食品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启动大会在图文信息

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上海理工大学校长丁晓东、副校长刘平，江南大学校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卫，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赵建龙，共建单位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所副院长毕宁，上海市科委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

刘平主持，工程中心技术委员会专家以及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

会议。 

丁晓东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上海市科委和与会的专家长

期以来对我校在食品科学领域研究的关心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学校将合理筹

划，着重发展，加大投入，完成好工程中心预期建设目标。会上丁晓东为工程中心

技术委员会陈卫、赵建龙等专家颁发了聘书。 

毕宁在讲话中表示，作为共建单位将积极地为工程中心的建设提供各方面的支

持和保障，为上海市食品快速检测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随后，工程中心召开了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技委会主任陈卫院士主

持，与会专家讨论了工程中心的研究方向、组建方式与管理机制以及人才队伍建设

等情况。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工程中心在加快硬件建设投入的同时，要集中力量加

快对食品快速检测关键技术的研究和转化，推动上海食品快速检测产业发展，引领

行业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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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食品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以我校为依托单位，与上海市质量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所、上海皓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旨在全面提升上海市乃至

全国食品快速检测技术研发和工业化应用能力，打造我国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创新中

心平台。 

 

颁发聘书 

 

建设启动大会现场 

                                                 供稿：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食学院教师李代禧在抗新冠病毒多肽疫苗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 

2020年 9月，我校医食学院李代禧副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权威期刊《胃

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上发表题为《人肠道防御素 5 通过掩蔽血管紧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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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酶 2抑制新冠病毒对人体粘膜细胞的侵袭》（Human Intestinal Defensin 5 

Inhibits SARS-CoV-2 Invasion by Cloaking ACE2）的研究论文。该期刊在胃肠

和肝脏病学（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同类期刊中的影响因子排名第 1 

位，处于中科院一区，影响因子 IF为 19.233。本研究通过计算机筛选出了一个新

冠病毒的有效多肽抑制剂——人肠防御素 5。该多肽抑制剂通过掩蔽受体——人血

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抑制新冠病毒(SARS-CoV-2)突刺蛋白对人黏膜细胞的侵

袭，从而阻断新冠病毒传染途径。该成果是我校李代禧副教授积极响应科技战“疫”

的号召，进行跨学科合作，助力抗病毒药物研发的阶段性结果，为新冠病毒防御疫

苗的研发提供了一个全新途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大背景下，各国迫切需要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物和

疫苗。研发抗新冠病毒药物和疫苗也成为当前世界医学研究的焦点。由于新冠病毒

的结构生物学及其传播机制的复杂性，国际上对瑞德西韦的疗效也有完全不同的报

道。即使重症患者有幸存活，各种药物毒副作用对人体脏器的伤害及其后遗症也严

重影响了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寿命。因此，研发一种安全有效的多肽类疫苗药物成

为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关键。 

该研究通过鹏城实验室高性能计算服务平台，从众多候选多肽中高通量筛选出

了多个潜在的新冠病毒有效多肽抑制剂，有望通过这些多肽抑制剂优先结合人体宿

主细胞上的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抑制新冠病毒(SARS-CoV-2)突刺蛋白对人黏膜

细胞的侵袭，从而阻断新冠病毒传染途径。其中人肠防御素 5 的抑制效果首先得到

了合作单位——陆军医科大学同行生物膜层干涉技术（Biolayer interferometry）

和显微免疫萤光检测技术(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的试验验证。该成果

对后续抗新冠病毒安全疫苗的研发和设计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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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科技交流】 

我校组织“技术转移中心滨海工作站揭牌仪式暨产学研对接活动” 

2020 年 6月 9日，上海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盐城市滨海县政府共同组织

举办“上海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滨海工作站揭牌仪式暨产学研对接活动”，我校

科技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付莹莹及学校 6 位老师参加此次活动。滨海县政府副县长沈

乃峰，科技局、滨海经济开发区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沈乃峰在活动中首先致辞，他表示随着滨海工作站的正式揭牌，希望校地双方

以合作为契机，围绕滨海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主导产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多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滨海经济开发区园区和县相关部门要加强常态化服务，畅通

沟通渠道，为产学研合作牵线搭桥。企业要发挥产学研合作主体作用,及时梳理技

术需求，邀请专家把脉问诊，促进转型升级。 

付莹莹在致辞中简单介绍了我校基本情况，对校技术转移中心前期工作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上海理工大学将秉承一贯的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借助技术转移工

作站这个平台载体，将以滨海企业实际发展为导向,深入企业一线，将学校的优势

学科、技术成果向企业实施转移，助力企业技术改造升级，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

为滨海产业技术转型发挥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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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活动中，在滨海工作站前期对接企业、服务企业的工作基础上，根据滨海

县产业特色选取四项专题技术进行推介，力求为企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和发展瓶颈提供支撑和服务。在自由交流环节，企业与教授展开了积极深入的交流。  

揭牌仪式后，我校参会人员在滨海县科技局陪同下，赴相关企业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 

技术转移中心供稿 

【政策解读】 

坚决破除“唯论文”导向 加快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科技部相关司局

负责人解读《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

行）》（节选） 

近日，科技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

措施（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提出了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相关

措施。如何理解文件出台的背景和目标？各项具体措施怎样落实到位？就此，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了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负责人。 

问：出台《若干措施》基于什么背景，又有何政策目标？ 

答：据统计，目前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但是，论文

数量多不等于成果质量高、创新能力强，特别是个别单位将论文作为评价一切科技

活动的标尺，滋生、助长了“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对此必须坚决反对、尽快扭转。 

一是要把科研人员的注意力从发论文转到出实绩上来。“唯论文”“SCI 至上”

严重扭曲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弄

虚作假的不良风气。要鼓励广大科技人员回归初心、潜心研究、注重实绩，把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二是要把科技评价的重点从数数量转到评质量上来。科技评价活动中“只数数

量和影响因子、不看论文质量”“重国外期刊、轻国内期刊”等问题依然存在，甚

至简单化、一刀切地将论文数量与考核排名、绩效考核、资源分配直接挂钩。要对

基础研究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由看数量转为重质量，不把论文作为应用研究、技

术开发类科技活动的主要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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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为科研人员减轻负担、摆脱“论文枷锁”。调研中，不少科研人员反映，

“唯论文”导致有时候“被迫”发论文、求挂名、买论文。要全面树立分类评价导

向，把破除“唯论文”的要求贯穿各类科技活动评价全过程，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和影响，切实为科研人员营造风清气正、追求卓越的创新生态。 

《若干措施》根据不同科技活动特点分类提出了评价重点和量化指标，突出可

操作、可执行、可落地。与此同时，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

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措施》。破除“唯论文”，需要

打出系列“组合拳”。 

问：文件推出了哪些主要措施？ 

答：《若干措施》共提出 27 项具体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导向。对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推行论文评价代表作制

度，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少于 1/3。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活动不把

论文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同时，要适当提高对高质量成果的考核评价权

重。 

二是分类提出科技活动的评价重点和要求。如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突出

创新质量和综合绩效，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突出支撑服务能力，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

绩效评价突出使命完成情况，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突出成果质量和贡献，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人才评选突出科学精神、能力和业绩等。同时，对推行论文代表作的设定数

量上限，引导科技人员更加关注论文质量，不以“数量论英雄”。 

三是提出相关配套措施。破除“唯论文”导向的关键一招，是要避免论文与资

源配置和利益简单挂钩。《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强论文发表支出管理，不允许使

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

与奖励奖金挂钩。同时，要打造中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强

化监督检查等。 

问：《若干措施》提出“三类高质量论文”，有何具体考量，又该如何正确把

握？ 

答：为鼓励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发表高质量论文，产出高质量成果，结合科技工

作实践和科技人员需求，《若干措施》提出了“三类高质量论文”。对于“三类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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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论文”的研究成果，可按高质量成果进行考核评价，要发挥同行评议在高质量成

果考核评价中的作用。 

关于“三类高质量论文”的具体范围确定，一是考虑到高校、科研院所和学科

建设等的差异性，明确规定“三类高质量论文”的具体范围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

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 

二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可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

期刊目录确定。 

三是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由本单位学

术委员会结合学科或技术领域选定。目前，中国科协牵头组织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已经公布第一批入选期刊名单，后续还将有序推出新的入选期刊名

单。 

问：关于加强论文发表支出管理有哪些新举措？ 

答：在资助范围上，明确除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论文代表作和“三类高质

量论文”外，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

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允许列支；奖励论文发表的支出不允许列支，违反规定的要

追回奖励资金和相关项目结余资金。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

金挂钩。 

在强化法人单位主体责任上，明确要求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要对论文发表的

必要性以及与项目研究的相关性进行审核；对于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等的论

文，要从严审核、加强管理；单位学术委员会要对单篇发表支出超过 2 万元的论文

发表必要性进行审核。 

在加强支出核验上，明确要求在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过程中，项目管理机构应加

强对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论文发表情况的核验。 

（科技日报北京 3 月 4 日电 记者 刘 垠） 

关于《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办函〔2017〕55 号）、《上

海市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沪府办规〔2018〕35 号，以下简称《改

革方案》）、《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2019 年沪府令 18 号，以下简称《奖励规

定》）的改革要求，拟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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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订。前期，深入学习领会国家改革精神，积极对接国家奖励办，学习借鉴兄

弟省市奖励政策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广泛调研，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和奖励委员会

成员等各方意见建议，组织召开奖励工作管理人员座谈会，形成《细则》初稿，并

于 2019 年 11 月和今年 2 月两次征求相关处室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于 4 月 9

日至 15 日在“上海科技”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完善形成修订稿。 

一、修订背景 

原《细则》是基于 2001 年颁布的《奖励规定》（2007 年、2012 年两次修订）

制定。2018 年以来，根据国家有关改革精神，本市先后出台《改革方案》和《奖

励规定》，2001 年颁布的《奖励规定》同期废除，与之对应的原《细则》已不适应

新的奖励工作要求。为进一步细化落实新修订的《奖励规定》相关要求，切实将提

名制、定标定额、全流程监督、新设科学普及奖等改革精神，贯彻到奖励工作各环

节，需要对《细则》进行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后的《细则》，共八章六十一条。与原有《细则》（共六章六十条）相比，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关于“第一章 总则”。增加《细则》第二条，对本市科技奖励的价值导向

做了明确阐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四个尊重”方针，激励自主创新、激发

人才活力、营造创新氛围。 

2、关于“第二章 奖励范围、条件和评审标准”。一是完善分类评审机制，细

化各奖种奖励范围、条件和各等级评审标准。其中，自然科学奖强调科学发现的原

创性、公认度和科学价值；技术发明奖强调首创性、先进性和技术价值；科技进步

奖强调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二是增加“第六节 科学技术普及奖”，

细化科学普及奖的奖励范围、条件和评价。 

3、关于“第三章 提名和受理”。一是明确了提名专家和提名单位应具备的资

格条件和提名权限。二是明确了外籍候选人的相关条件要求。应受聘于在上海注册

的机构，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归中方所有或与中方共有。 

4、关于“第四章 评审”。一是强化社会监督。提名结果等信息应当向社会公

布，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明确三轮评审。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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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项目进行初评、复评和终评，提出最终授奖建议向奖励委员会报告。奖励委员

会对各获奖对象、等级进行审定。 

5、关于“第五章 异议及其处理”。一是规范了异议提出、处置、反馈、办结

全流程的要求和安排，明确了奖励部门、提名者、被提名成果完成单位在异议处理

中责任和义务。二是维护了异议者和被异议者“双方”合法权益。三是加强监督委

员会对异议处理的监督。 

6、关于“第六章 批准和授奖”。进一步规范奖励审定结果报批程序，对单个

获奖项目的授奖单位数和人数实行限额，其中“四大奖”特等奖 “每年不超过 1

项”调整为“每年不超过 2 项”，鼓励高质量成果脱颖而出。 

7、关于“第七章 监督”。本章为新增内容。一是强化奖励工作的全过程监督。

明确监督委员会和奖励办公室的职责要求。二是建立评审专家信誉制度。对在评审

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的，视情况给予责令改正、纳入科研信用记录、警告等处理。

三是加强对评审组织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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