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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燕 薛来 于海东 王晓博 郝飚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寥寥数
语，道出黄河之奔放；“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区区几字，写尽黄河之雄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是炎黄儿女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之树绵延不断的根。然
而，黄河洪灾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古往今来，
无数仁人志士跟黄河“过招”，浇铸了一座座润泽四方、惠及
千秋的不朽丰碑。

长河起雄坝 大漠出平湖

乌海，因煤而建因煤而兴；如今的乌海，却因“海”而闻
名。乌海湖，正是出于乌海人与黄河艰苦卓绝“过招”的产
物——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

乌海地处黄河内蒙古段上游。该段凌汛灾害频发，严
重威胁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防治凌汛灾
害、梯级开发黄河水能、改善生态环境⋯⋯这一系列问题，
成为萦绕在乌海人心间的头等大事。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
就开始了。”现任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管理局工程建设管理处
处长、工程师赵胜利回忆道：“可是工程涉及海勃湾、乌达、海南
三区和阿拉善盟左旗部分嘎查共计2700余户7000余人的搬
迁，加之水文地质的复杂性，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啊！”

20年前，作为乌海市水务局河道管理所副所长，赵胜利参
与到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前期规划与建设之中，是乌海
湖从无到有的亲历者。“2001年冬的凌灾造成乌海市受灾面积
达5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近4000人，死亡大小牲畜4900余头

（只），直接经济损失约1.3亿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胜利仍
心有余悸。“作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尽快将黄河水能趋利避害、开
发利用，为黄河沿岸人民造福，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他介绍，早在 1958 年至 1977 年间，自治区有关部门
就已经着手对黄河海勃湾段多次勘探、测量、规划。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2010 年 4 月 26 日，黄河海勃
湾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2014 年 8 月 12 日，主体工程竣

工。2019 年 1 月 22 日，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全部竣
工。而乌海湖，正是黄河截流后的产物，它连接着 1 万多平
方公里的乌兰布和沙漠，与对面的甘德尔山遥相呼应，呈现
出“沙、海、山、城”景城一体的壮美景观。

落日余晖，伫立在岸边的赵胜利久久凝视着乌海湖，日
光将他的身影拉长到湖面，好一个“人水共长天一色”。

未抛乌海去 勾留是此湖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是内蒙古唯一一座调节控
制性水利枢纽工程，”赵胜利大手挥向乌海湖，话语中充满
了自豪与激情：“这项工程的建成，圆了全市人民和水利工
作者半个多世纪所追求的一个梦想，该工程除发挥防凌汛、
发电的作用外，还形成了 118 平方公里的乌海湖，为城市转
型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

乌海湖令城市的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乌海由原
来的“避水”向“亲水”转变，由“离河”向“环湖”发展，城市发
展布局向环山环湖转移，在城市建设中突出“山、水、绿”的元
素，大力提升城市品位，着力打造和谐宜人型、集约高效型、
生态环保型、人文魅力型城市。家住海勃湾御缘小区的谢秀
霞笑着说：“我们全家人每天都要来乌海湖散步，尤其是夕阳
西下的时候，那个景象美呀，用语言就根本无法形容。”

随着乌海湖的形成和环山环湖发展战略的实施，乌海
的文化旅游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机遇。“这个地方
真是神奇，截流后的黄河水居然这么清澈，越过乌海湖又能
进入沙漠，这地方不是仙境却赛似仙境啊！”河北游客杨先
生如是说。

如今，到乌海看“海”的游客越来越多。人们或乘坐游
艇畅游乌海湖；或在湖畔散步、骑行、垂钓、拍照；或驻足观
看“山、水、沙、城”相连的盛景；或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诗意⋯⋯

“乌海市 4A 级景区从零突破增加到现在 5 个，浙江、西
安的旅行社也已经落地乌海了。”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
长 宋 玥 霞 介 绍 道 ：“2018 年 ，乌 海 市 接 待 旅 游 者 约 为
351.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实现旅游总收入约为 76
亿元，同比增长 17.45%。随着环山环湖发展战略的推进，

乌海市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实现。”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鸟鸣如缕，不绝声声。驻足回

望，不舍依依，这真是“未能抛得乌海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千秋仙踪境 百鸟朝圣乡

黄河不仅造就了乌海湖，也造就了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黄河在流经乌海段时，形成了大片田园诗画般的湿地，

这些湿地有的沿岸铺陈，有的突冒河心，有的独立盘踞，有
的似连非连。辽阔的黄河滩涂上水禽嬉戏，天鹅曼舞，鹤声
回荡，一幅百羽竞翔、水吟鸟唱的天然图画在湿地徐徐展
开。鸟瞰湿地，宛若一条巨龙，故取名为“龙游湾”。

乌海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海勃湾区西北角，东靠
110 国道、包兰铁路和京藏高速，西临黄河，与乌兰布和沙
漠隔河相望。整个湿地公园呈带状分布，南北走向，长约
6500 米，总面积约 890 公顷。

“龙游湾湿地是大自然馈赠乌海的重礼。”乌海市湿地
管理局林业高级工程师王云霞很是自豪：“龙游湾处在全球
候鸟迁徙路线的东亚——澳大利亚西线上，位置极端重
要。湿地公园内主要有鱼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
5 大动物类型总种数 152 种，野生维管植物 47 科 112 属 157
种。龙游湾湿地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刚走进湿地公园监控室，工作人员便急切地招呼记者：
“快，快，快过来看看猛禽食蛇。”监控屏幕上惊心动魄的一
幕出现在记者眼前，只见一只背暗褐色腹白色的鹗正在低
头琢着什么，突然它猛一抬头，嘴里赫然叼着一条尺把长的
蛇，蛇的下摆来回抖动，鹗便低头开始反复叼琢⋯⋯“你看
它时不时抬头环顾四周，像是为我们展示它的雄姿呢！”工
作人员打趣地说。

“今年早些时候观察到 6 只黑鹳，这在往年是没有的现
象。说明候鸟越来越青睐龙游湾湿地的自然环境。”乌海市
湿地管理局副局长高学平说，为确保过境候鸟顺利迁徙，相
关部门对重点区域实行 24 小时全天巡护，开展专项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伤害过境候鸟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临近的河道里，成群结队的赤嘴潜鸭悠闲地游弋在
水面上，与还没有返青的芦苇和清澈的河水组成了一道靓

丽风景线。
雄关漫道真如铁。过去的 40 多年，乌海人将一个不毛

之地变成了“乌”金之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如今的乌海人，又将自己的家园变

成了乌金之“海”。
从“乌”到“海”，凝聚了乌海几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这座

被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 3 大沙漠包围曾饱受风沙困扰
的城市，已嬗变为沙海中的一片绿洲，等待它的将是一个富
饶美丽、文明和谐的“滨海之城”。

【蹲点手记】
这几天，记者到乌海市蹲点采访，亲身体会她从“乌”到

“海”的崭新容颜。
森林覆盖率由建市之初的0.38%提高到现在的17.5%，绿化

覆盖率达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9.9平方米。不仅实现了荒漠
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还先后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行列。

乌海湖畔绿意盎然、湖水拍岸，空气潮润、清风送爽，湖面鸥
鸟畅翔，渔歌唱晚，丰富多彩、动静相宜。一幅人在景中、景在画中
的江南水乡秀美景色在夕阳残波下肆意流淌⋯⋯

湖边散步的市民，都是行走的“故事会”，他们充满激情
地向记者回忆当年艰苦奋斗、截河建坝的场景。“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老人们对此有着深切的认同。

乌海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
内涵的地方，更是一个神奇的旅游佳境，她集百年僧庙、岩
画、河湖、沙漠、高山、湿地、草甸等元素为一身，可谓是一城
览尽塞外风。大漠“煤城”蝶变为塞外“湖城”、水上新城，乌
海如同一颗镶嵌在内蒙古大地上的蓝色宝石，熠熠生辉、光
芒四射。随着环山环湖发展战略的推进，乌海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璀璨夺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
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的通
知》（中办发〔2018〕37 号）精神，扎实推
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以下
简称“三评”）改革，结合自治区实际，制
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
（一）深化科研项目管理改革。按

照项目规划、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分
离的原则，改革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制
度，逐步建立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机制，
形成资源总体分配、计划统筹协调、项
目组织实施、验收绩效评价、跟踪监督
审计各环节规范化运行机制。建立健
全战略研究、指南编制、申报受理、评审
立项、过程管理、结题验收、绩效评价全
流程项目管理制度。加快完善自治区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二）完善项目指南编制和发布机
制。编制指南要结合地方和行业创新
需求，采取有效方式广泛听取和吸收相
关部门、行业、盟市及有关方面的意见，
提高指南的科学性。完善自治区科技
项目储备制度，优化储备项目的征集方
式和范围，将项目储备库作为编制项目
指南的重要依据。逐步实行科技计划
年度指南定期发布制度，从项目指南发
布 到 项 目 申 报 截 止 原 则 上 不 少 于 50
天。自然科学类项目指南要围绕自治
区重点产业和民生发展需求，关注应用
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应用
示范等。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指南要
注重研究的政治方向、学术创新、社会
效益、实践价值等。

自治区科技计划根据项目类型实
行差异化组织实施方式，原则上通过公
开竞争方式选择承担单位。对自由探
索类基础研究项目，一般采用开放竞争
方式，择优选择科学家和研究团队。重
大前沿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一般通过择优支持或委托重点实验
室等创新研究机构的方式，实行首席科
学家负责制。产业重大技术创新类项
目，建立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的研发
攻关机制。对战略目标明确、技术路线
清晰、组织程度较高、优势单位集中的
重大科技项目，可采取定向择优或定向
委托等方式确定承担单位。对于企业

牵头的技术创新项目，要对企业的资
质、技术创新能力和财务情况提出明确
要求，鼓励企业共同投入并组织实施。
成果转化类项目要坚持市场导向，经审
核，通过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根据项
目需求，建立一次立项、分年度拨款的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军民融合重大科
研任务形成机制，推动重大科技项目军
地一体论证和实施。

（三）简化项目申报程序。制定清
晰的项目申报流程图，明确申报要求，
规范不同类别项目申报文书，精简申报
材料。逐步实现网上申报，开展项目查
重，避免重复申报、多头申报。

（四）保 证 项 目 评 审 公 开 公 平 公
正。建立完善项目评审工作规则，对各
类科技计划分别采取相应的评审程序
和方法，同一轮次实行同一种评审方
法。允许项目申报人在评审前提出回
避单位及个人。项目申报和评审中，不
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荣誉性头衔、获
奖等情况作为限制性条件。探索建立
对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创新
项目等的非常规评审机制。保密项目
的评审管理按国家及自治区科技保密
有关规定执行。

（五）完 善 评 审 专 家 遴 选 使 用 制
度。加快建设科技专家库，制定入库标
准和评审专家遴选规范，强化推荐单位
的审核把关责任，定期更新入库专家信
息。根据不同项目类型确定评审专家
遴选条件和专家组组成原则，主要选择
活跃在科研和生产一线、同行业同学科
的专家参与评审。建立完善评审专家
诚信记录、动态调整、责任追究制度，规
范评审行为。完善专家轮换、随机抽
取、回避、公示等机制。

（六）优化项目评审流程。逐步推
行“双盲”评审、视频评审、电话录音、评
审结果反馈、立项公示等制度，实现评
审全过程可查询、可追溯。项目负责人
原则上应亲自汇报答辩，不在项目申报
团队内的人员不得参与答辩。

（七）完善项目验收评估程序。根
据不同类型科技计划项目，完善具体验
收办法。项目承担单位对本单位科研
成果管理负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对本单
位 科 研 人 员 拟 公 布 成 果 的 真 实 性 审
查。非涉密的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成

果验收前，应纳入自治区科技报告系
统。对到期项目要按照规定时限和程
序组织开展验收，严格依据合同书或任
务书确定的目标、指标和验收工作标准
规范进行验收评价。统筹做好财务验
收、技术验收和绩效评估工作，能一次
性完成的不重复组织。

（八）加强科技计划绩效评估。建
立健全科技计划绩效评估制度和指标
体系，重点评估计划目标完成、管理、产
出、效果、影响等。绩效评估通过公开
竞争等方式择优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
开展，逐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结
果负责制和信用评价机制。将绩效评
估报告纳入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九）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进一
步优化自治区科技奖励结构，调整奖励
数量，改革完善评审标准。实行提名制，
提名者应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履行相
应程序，承担提名、答辩、异议答复等责
任，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
责。建立按等级标准提名制度，适时公
布提名的成果等级与提名成果获奖等级
情况。提高奖励工作的透明度，组织评
审机构要向社会公开奖励政策、评审制
度、评审流程、评审结果等。加强对提名
前成果完成单位公示情况的抽查。

二、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
（十）统筹科技人才计划。加强自

治区有关部门、盟市间的协调，科学合
理设置科技人才计划。逐步建立人才
项目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人才项目申
报查重及处理机制，避免多个类似人才
项目同时支持同一人才。

（十一）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
健全分类评价机制，将科技人才分为基
础研究人才、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人
才、社会公益研究人才、科技管理服务
人才和实验技术人才。以科研诚信为
基础，突出品德、能力、质量、贡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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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
科领域活跃度和影响力、重要学术组织
或期刊任职、研发成果原创性、科技服
务满意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技术研
发服务绩效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制
定事业单位科研“双创”人员项目、成果
评价鉴定办法。

（十二）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
导向。回归人才称号学术性、荣誉性本
质，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申请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提名科技奖励、职称评
定、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的限制性
条 件 ，避 免 与 物 质 利 益 简 单、直 接 挂
钩。合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逐步建立
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培养补偿机制。

（十三）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
体地位。支持用人单位根据自身定位

和发展需要健全科技人才遴选引进、培
养使用、激励保障等制度，使人才发展
与单位使命更好协调统一。按照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要求，分类完善职称评价
标准，不将论文、外语、专利、计算机水
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职称
评审的限制性条件。落实职称评审权
限下放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
校、科研院所、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
主开展职称评审。

（十四）加大对优秀人才团队和青年
人才的激励支持力度。自治区重点实验
室等的全职科研人员及团队，由自治区
财政给予中长期目标导向的持续稳定经
费支持。建立优秀青年人才举荐制度，
加大各类计划、项目、人才工程等对青年
人才的支持力度。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完善基本科研业务费内部管理机制，向
青年科研人员倾斜。做好自治区哲学社
会科学名家奖、青年才俊奖、突出贡献奖
评审工作，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三、完善科研机构评估制度
（十五）推行章程管理。依据《中央

级科研事业单位章程制定工作指导意
见》，将实行章程管理作为科研事业单
位管理运行、开展科研活动的基本准则
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据。加快推进自
治区科研院所章程的制定实施，明确单
位的宗旨目标、功能定位、业务范围、领
导体制、运行管理机制等。

（十六）落实法人自主权。科研事
业单位主管部门要加快推进政事分开、
管办分离，赋予科研事业单位在选人用
人、经费使用、技术路线选择、收益分配
等方面充分自主权。细化自主权的行
使规则与监督制度，保障科研事业单位
依法合规管理运行。科研事业单位要
制定完善本单位科研、人事、财务、成果
转化、科研诚信等具体管理办法。切实
发挥单位党委（党组）的重要作用，坚决
防止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十七）建立中长期绩效评价制度。
实行科研事业单位分类评价制度，建立
综合评价与年度抽查评价相结合的绩效
评价长效机制。以5年为评价周期，对科
研事业单位开展综合评价。5年期间，每
年按一定比例开展年度抽查评价。在科
技创新政策规划制定、财政拨款、科技计
划项目承担、科技人才推荐、科技创新基

地建设、学科专业设置、研究生招收、科
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考核评价、科研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绩效工资总量核定等
工作中，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重要依
据。办理科研事业单位编制调整事项
时，参考绩效评价结果。

（十八）完善科技创新基地平台评
价考核体系。参照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体系，对现有各类科技创新基地平台进
行整合和优化。根据科技创新基地平
台的功能定位、任务目标、运行机制等
不同特点，科学合理确定评价方式、标
准和程序。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基地
平台年度报告、定期评价考核制度以及
与评价结果挂钩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加强监督评估和科研诚信体系
建设

（十九）建立覆盖“三评”全过程的监
督评估机制。制定“三评”监督评估实施
细则，完善监督评估指标体系，将监督和
评估嵌入“三评”工作全过程。按照“事
前实行诚信承诺制、事中进行重点监督
和随机抽查、事后强化绩效评估和动态
调整”的基本要求，加强对申报人员、评
审专家、管理人员等各类主体履职尽责
和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评估。建立健全
厅际联合监督评估机制，发挥各领域专
业优势，提高监督评估实效。

（二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立健
全“三评”诚信评价管理制度。完善科研
计划全过程诚信管理，全面实施科研诚
信审核和承诺制度，强化审核结果的运
用。完善学术期刊管理制度，强化对科
研人员、教师、学生等的科研诚信教育。
健全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调查处理机
制，建立诚信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
制。完善科研单位科研诚信管理机制，
加强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科研诚信监
管。建立自治区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调查
处理机制，开展联合惩戒。建立科研诚
信信息系统，规范科研诚信信息管理。

自治区社会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协调专项工作办公室要强
化对“三评”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相关
部门推进工作。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
视，细化任务举措和进度安排，抓好本领
域“三评”改革的组织实施。相关评价主
体要强化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切实推进

“三评”改革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方案

各盟市委，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和各人民团体：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方案》已经自治区党

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7 月 12 日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美丽的乌海龙游湾国家湿地水草丰茂吸引水鸟栖息。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游客们正在乌海湖边拍摄候鸟群。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

从“乌”到“海”的重生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