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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问题突出——

人才评价：打破“四唯”
怪圈
南京前三季度十五个高新区（园）
创新发展成绩单出炉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全市比重超七成

“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清理‘四唯’的行动
是正确的，实事求是是科技发展的根本，论
文、职称、学历、奖项只代表某些方面的成
绩，但在实际工作中，品德、能力等更加重
要。”在看到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
（以下简称“四唯”
）专项行动的通知》
后，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卫星平台
总师陈昌亚如是说。
陈昌亚以他所在的航天领域为例，
“型
号总师当前以测试经验丰富的本科及硕士
居多，博士则在预研及新产品研发上更有优
势，大家各有所长，唯论文、学历等不能合理
评价每个人的贡献和成绩。”
他分析。
这个听起来简单的道理操作起来却尤
为艰难。众所周知，科技评价中的“四唯”现
象长期为科技界所诟病。
中国科协新近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
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45.9％的科技工
作者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问题非常突
出或比较突出，与 2013 年相比有较大改善，
反映不合理问题突出的比例下降了 13.5 个
百分点。
但是，该报告表明，论文仍是科技评价
的最主要手段，93.7％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科
技工作者认同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达到
职称晋升要求，90.4％是为了完成各种考核

要求，科教辅助人员为达到职称晋升要求而
发论文的比例达到 96.2％，62.1％的大学教
师、44.9％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各种形式的科
研成果中最看重论文。
正因此，7 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
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
“ 突出
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随后
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
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则强调，要“开展‘唯
论文、唯职称、唯学历’
问题集中清理”。
为了贯彻落实该意见，科技部会同有
关部门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于今
年 8 月初部署启动了减负专项行动，采取
实际行动，侧重操作层面，通过解剖麻雀和
集中治理，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
科研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清理“四唯”正是
其中一项。
“这个文件的出台很有意义，它比以往
更明确了建立以代表作为主的评价机制，重
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这一导
向会影响甚至形塑科研人员的行为。”中科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李真真说，我
国科技评价已形成环环相扣的怪圈，而此次
专项行动或许是打破怪圈的突破口。
但是具体到科研人员所顾虑的如何操

作和落实到位，李真真认为，怎样修改或形
成新的评价指标是个大问题。如对代表作
或标志性成果的贡献、影响如何评价？这
里存在一个如何理解贡献和影响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部委能解决的，应该有一个自
下而上讨论和协商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应
当是科研人员广泛参与的。”她说，经过讨
论和协商，一方面可以形成具有共识性的
合理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可以使参与评
价的人员深刻理解其内涵，以避免在实际
运作中评价的异化。
“清理‘四唯’的关键在于树立引导正
确的科研价值取向。”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
左为表示，应努力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
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
“ 尤其对于
一些偏向应用技术开发类型的科研工作，
更要淡化论文的比重，强调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他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可考虑两个思
路：一个是“切蛋糕”，即对于各类项目计划
奖项等，在常规评比之外预留一部分给社会
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研究和国防工程
研究，预留一部分给非正高级职称、非博士
学历的人才；另一个是“树典型”，即在严格
验收评估的基础上，对突出的代表性科研成
果，即使完成人在学历、论文和职称等方面
不突出，也要进行鼓励和宣传，从而在学科
领域内外引导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柯 文

孚能科技从签约到开工仅用 97 天

镇江新区项目落地刷出新速度
计划总投资 150 亿元的孚能科技镇江
制造基地项目，26 日在镇江新区开工。孚
能项目于 7 月 21 日签约，短短 97 天，即实现
开工建设，刷新镇江新区重大项目落地转化
速度。
据了解，在镇江市区多个部门配合下，
项目 15 天完成报批报建，30 天完成场平和

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11 月底完成地块内 220
千伏等电压等级线路迁移工程。镇江市委
常委、镇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秦海涛说，镇江
新区用至诚至真的敬意、风雨同舟的承诺、
更有温度的环境欢迎投资者，秉承“企业至
上”的理念，推动项目快建设、快达产，打造
镇江动力电池产业新地标。

镇江新区聚焦重大项目招引，发力营商
环境优化，收获一批重点产业类项目，1—9
月累计新签约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以上产业
类项目 42 个，其中 10 亿元及以上项目 10
个，投资主体是世界 500 强、知名上市公司、
行业前三和央企的项目占比达 40.5%。
辛华

日前，南京市两落地一融合推进办、市
科委、南京市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 2018
年全市高新区（园）创新发展主要指标前三
季度进展情况的通报》。结果显示，1—9
月，南京 15 个高新区（园）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 产 值 5875.69 亿 元 ，占 全 市 比 重 达 到
76.3%。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来看，南京
先后 3 批备案新型研发机构达 81 家，其中
有 80 家落户各高新区（园），该市高新区
（园）共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753 家，占全市
比重达到 70.4%，高新区（园）作为创新名
城建设主阵地作用日趋显现。
南京市两落地一融合推进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 11 月，南京将全市分散的 83
个科技园区按 3 种方式科学整合设立 15
个高新区（园），实现了全市高新区（园）的
全覆盖。整合设立以来，南京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各高新区（园）建设，多次专题研
究、专题调研和推进。各区党政主要领导
一线指挥，强力推进高新区（园）的建设发
展工作。
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来看，1—9 月，
该市高新区（园）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5875.69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 76.3%，产
业规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总量方面，
前 3 位依次是南京高新区（江北新区）、南
京高新区（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和南京高新
区（新港高新园）。浦口高新区、六合高新
区和麒麟高新区由于原有产业基础相对薄
弱，在全市高新区（园）中产值居后。
从企业研发投入来看，1—9 月，南京
高新区（园）实现企业研发投入 174.88 亿
元，较上季度增加 57.1 亿元，研发经费投
入力度稳步提升，有力促进了园区产业竞
争力提升，推动了园区高质量发展。在总
量方面，前 3 位依次是南京高新区（江北新
区）、南京高新区（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和雨
花台高新区。从科技成果产出来看，全市
高新区（园）实现发明专利申请 16980 件，
较上季度增加 7355 件，科技成果产出能力
不断提高，专利申请结构不断优化。在总
量方面，前 3 位依次是南京高新区（江宁开
发区高新园）、南京高新区（江北新区）和江
宁高新区。
随着南京两落地一融合工作的深入，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持续提速，产学研合作
模式不断深化。目前，该市先后 3 批备案
新型研发机构达 81 家，其中有 80 家落户
各高新区（园），较上季度增加 26 家。在总
量方面，前 3 位依次是南京高新区（江北新
区）14 家、南京高新区（江宁开发区高新
园）14 家和南京高新区（新港高新园）8 家。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今年南京科技创
新工作的重头戏。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该市高新区（园）共组织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 1753 家，占全市比重达 70.4%。在总
量方面，前 3 位依次是南京高新区（江北新
区）349 家、南京高新区（江宁开发区高新
园）200 家和江宁高新区 181 家；后 3 位依
次是浦口高新区 45 家、高淳高新区 44 家
和六合高新区 36 家。从招引、培育科技企
业来看，该市高新区（园）新增科技企业
4239 家，较上季度增加 2061 家，企业数量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总量方面，前 3 位
依次是江宁高新区 670 家、南京高新区（江
北新区）574 家和南京高新区（江宁开发区
高新园）527 家。
毛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