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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
“帽子”
战、
审批战……
科研人员难以安坐实验室

审批战：
有钱使不到“刀刃”上
“负债搞科研”问题严重

实验室里认真工作的科研人员

▶我国正快马加鞭建设创新型国家。2016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11%，超过欧盟 15 个初创国家的平均水平 2.08%。然而，与经费投入力度持
续加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科研领域尚存一系列久治不愈的怪现象。
游击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冷门前沿领域没人敢做
“美国在许多领域引领世
界 科 研 潮 流 ，它 先 挖 一 个
‘坑’，愿者上钩，拿钱进来，再
由它分配资源。实际上就是
全球为美国做实验。论文投
稿现在要求必须提交原始数
据，美国控制着众多顶级学术
杂志，因而第一时间掌握所有
前沿科学发现，最先知道你在
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重
大战略方向上，美国人也不全
是自己花钱，而是号召全球一
起去做，让大家觉得这是个好
东西，不做就赶不上时髦，发
不了论文。”中国科学院上海
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说。
一些科研人员吐槽，有些
所谓首席科学家“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经常变换研究领域，

这在世界创新强国不可能出
现。科研工作必定有延续性，
可 那 些 包 装 着 多 个 学 术“ 标
签”的人，在中国往往很有市
场，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经费申
请的信用体系建设。
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反映，
为了获得更多科研项目经费，
研究团队扎堆追热点的现象较
为普遍，导致冷门前沿领域无
人敢碰，
基础研究发展不平衡。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
究 员 李 振 斐 说 ，现 在 各 种 基
金、项目资助经费导向非常鲜
明，许多研究课题相似，大家
都在追热点，很多冷门前沿领
域却没人敢做。
“我在美国、
欧洲做科研时
发现，
无论多冷门的领域，
总有

一些科学家长期在做。一旦国
家需要，就能找到相关人才储
备。建议我国在基金、项目经
费审批时适当考虑冷门领域，
鼓励一些科研人员从事冷门研
究，
保证基础研究更平衡、
更充
分地开展。
”
李振斐说。
此外，许多基层科研人员
反映，近些年学术会议、评审
会议越来越多，这些活动有时
变成了“拉关系”
“ 拜山头”的
派对。
“一个单位承办多少会
议，能请多少专家，似乎成了
一种工作业绩。我希望 80%
的时间能待在实验室，可安心
做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中
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许
琛琦说。

“帽子”战：
疯狂抢“帽子”人才 科研人才激励现“马太效应”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一 些 高
校、科研单位热衷于搞“帽子
工程”
“转会大战”。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杰
出青年、
“ 千人计划”等有“帽
子”的人才，成为许多单位竞
相争夺的对象。这一方面影
响了被“挖墙脚”单位的科研
进展、团队建设、梯队建设;另
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助长了心
浮气躁的不良风气，对国家整
体科研生态建设颇为不利。
针对这种现状，中科院上
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建议，
在
科研单位绩效评估中重点考核
由本单位自己培养的顶尖人才
数量，重点考核青年人才孕育
环境的塑造和团结协作机制的
创新。通过政策调整，遏制部
分单位过度挖人和
“帽子”
人才
频繁
“转会”
等无序流动。

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应 “参天大树”的中坚力量，也是
警惕科研人才激励中的“马太 大科学家学术传承、科学思想
效应”。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党 延续的重要纽带，发展得好有
委书记邵建达表示，对处于不 可能形成学派，持续获得卓越
同发展阶段的人才，宜采取阶 科学发现。
梯增长的激励办法，让科研人
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离
员尤其是青年人才感到“有奔 不开“成建制”的课题组，包括
头”。虽然反复强调不单以发 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等领军人
表论文数量来衡量人才，但实 才，以及副研究员、博士后人
践中很难落实，工程技术类专 员、研究生、实验技术人员、平
家在这方面很吃亏。
台支撑人员等各种专业人
一边是“帽子”人才炙手 员。多位首席科学家反映，除
可热，另一边是科研梯队结构 了拥有高级职称的在编科研
严重不合理。在我国，许多科 人员，博士后、研究生等流动
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目前主要 人员以及支撑人员，通常没有
依靠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严 预算保障的工资收入，只能靠
重缺乏博士后流动站这个中 课题经费给流动人员开支较
间层次。在发达国家，科研机 低额度的劳务费。这些人员
构实验室里总有不少博士后 跳槽到私营部门做类似工作，
人员长期在工作。实践证明， 收入可涨至少 3 倍。科研机构
博士后人员是实验室成长为 “留不住人”
的现象较为普遍。
主编：
王栋梁

搞科学研究，
需要聚
精会神、心无旁骛。记者
在多家科研单位调研时，
不少科研人员表示，
希望
能够更加专注科研工作，
不为杂务分心，不必“四
处 找 钱 ”维 持 实 验 室 运
转。他们对科研项目经
费管理、科研成果转化等
提出改进意见。
其一，
科研项目经费
投入要
“见物也见人”
，尤
其要体现人才的价值。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倪
福弟说，
科研项目经费投
入“见物不见人”的现象
突出，
我国科研项目经费
绝大部分投入仪器设备，
对人员的投入限制很严，
导致过于注重仪器设备
的投资，
轻视对人才的培
养和激励。
在科研项目经费中，
用于人的费用主要为人
员费和劳务费。人员费
发给项目承担单位有正
式编制和固定工资的人
员，劳务费发给博士后、
外聘专家、研究生等流动
人员。
由于一线城市生活
成本高，
一些科研单位不
得不使用部分运行费用，
来解决高级科研人员收
入过低的问题。长此以
往，
运行费用缺口越来越
大，越是科研任务重、成
绩突出的课题组，
“ 负债
搞科研”
的问题越严重。
其二，
科研项目经费
申请要抓大放小，
决算要
更加灵活。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强激光材料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王俊说，
他的实验
室急需一台价值 200 多
万元的设备，
课题组虽然
经费充足还是买不了，
因
为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
零碎且使用方向被严格
限定。
“科研项目经费申请
时得严格按程序报批，
使
用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

用途改变，
我们希望在加
强科研项目经费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的前提下，
在决算时允许一定限度
的灵活调整。
”王俊说。
其三，
科技成果作价
入股要简化审批，
进一步
激发科研人员活力。
2016 年 以 来 ，国 家
已出台优惠政策，
科研成
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入
股是一种较好的转化方
式，
更有利于激发科研人
员的创造力，
并保障科研
单位的长期收益。但现
行的国资监管政策，
没有
给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以
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管理
渠道，
对科研成果无形资
产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
失的担忧，
导致相关经济
行为及价值评估的审批
或备案耗时费力，
有国资
背景的创新单元进行投
融资存在较大障碍。
对此，李佳建议，实
行评估备案与科研成果
无形资产的分类管理。
对科研成果作价入股的，
可进行评估备案;对以转
让或许可等其他形式转
化的，
可采取不需评估的
协议定价;对以科研成果
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
应
分类管理、科学监管，使
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和社
会资本更有活力地结合，
为促成创新活力巨大的
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创造
更好的制度环境。
其四，
要以更开放的
姿态撬动社会资本。
由于我国对国资院
所管控非常严格，
缺乏相
应政策空间，
国资院所通
过与企业合作弥补经费
缺口很难操作。
“ 建议国
家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
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社
会资本关注并投入科研
活动;出台相关政策，引
导国资院所在不影响科
研活动自主、可控的前提
下，引入各类资本，弥补
资金缺口。
”倪福弟说。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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