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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喆

科学界往往使用论文的“被引用量”作为
衡量其质量的指标。如果论文进入“被引用
量”排名前 1%，就被认为是质量很高的研究。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近日刊文称，2019年中国
作者发表的论文中有1.67%位列全球被引用量
排名前1%，而美国为1.62%。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科研论文呈现“量
质齐升”态势。这一态势的取得与国家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但要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的目标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科技成
果转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当前，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已提升至
第12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重大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令人欣慰的是，基础研究过去常
被视作薄弱环节，如今这项“短板”正逐渐被补
齐，论文质量和影响力上升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天揽月、跨海架桥、风中取电、高铁飞
驰……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举世瞩目，
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在高端芯片等一些
重要领域，仍然有待突破，而这离不开工程技
术的完善和大量能工巧匠的涌现，努力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打通一条从“科学强、人才强”到

“技术强、工艺强”再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创
新链，在新征程中展现科技“硬作为”。

科技成果好不好，只有用过才知道。当
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还有不少难点和堵点，
要制定和创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好政策、
好环境，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全方位对接，
绝不能让成果躺在柜子里睡大觉。

我们的这条创新链上目前经常出现这样
的情况：我们掌握了某个高端产品的技术路
径，但长时间弄不懂生产过程中的工艺路径，
原因在于欠缺现代工程技术和熟练掌握技术
的“能动手”的工程师。

因此，要高度重视现代工程技术的欠缺，
努力补齐短板，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将创
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加快现代工程技术发展、培养更多“能动
手”的工程师，需要拿出优厚政策和真金白银。
相关方面要用好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大力
支持鼓励工程技术发展和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在成果转化中加
速培养人才，在培养人才中加速成果转化。

要打造一条从科技强到工艺强再到产业
强的良性发展通道，归根结底还是要尊重科研
工作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自觉践行创新科
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从生产生
活中提出“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让创新更
加“接地气”，更好强国富民。

（新华社）

要在科技成果转化上
下更大的功夫

思享

赋权改革 助推创新成果“落地开花”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赋权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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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培育的马铃薯
新品种“蒙黄2号”育种人曹春梅。

马铃薯新品种“蒙黄1号”。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实行以知识价值为
导向的分配政策，推动下放事业单位科技
成果转化“三权”，把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
置权和收益权交到单位手中，更直接、有效
地激励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
果。

制度接续创新，活力持续释放。2020
年底，自治区9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赋予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
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落实以增加知
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11项重点任
务。面向工业和农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需
求，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选择应用技术和
成果产出较多、成果转化活动较活跃的内
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探
索开展为期3年的改革试点工作。

一年多来，试点工作稳步推进，通过松
绑+赋权，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
藩篱，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科
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建设
高水平创新型内蒙古。

加强顶层设计
让科研人员享有85%成果所有权

赋权并不是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灵
丹妙药。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工程。

目前，从整体来看试点单位工作思路
清晰。

首先是紧盯关键问题：高校科研队伍
在成果转化上始终存在不愿转、不敢转、不
能转的“三不现象”。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
开展调研交流，以多方式、多形式调研国内
69所高校，了解成果转化与赋权改革推进
情况，谋划新思路，拓宽试点工作视野。

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组每到一地，都
会召开座谈会，与各高校深入讨论关于赋
权改革如何推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创新创业等相关工作，希望能从中受益，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推进内蒙古
赋权改革工作的深入和深化。

大胆尝试，只争朝夕。只一年时间，内
蒙古工业大学便新修订出台《内蒙古工业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2021版）》。
明确将成果完成人的收益比例从80%提升
至85%，增加成果转化服务专项经费，创新
成果定价方式，扩大成果完成人自主权，进
一步简化审批程序，以改革激发科研人员
创新创业活力，提高科研人员实施成果自
由度。

这样既实现了科研人员在得到实际收
益的同时也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更
带动了地方经济转型和振兴。

其次，内蒙古工业大学全面加强体制
机制、人才队伍、服务能力建设，打造“赋
权+赋能”全要素成果转化创新，设立技术
开发与成果转化型教授与副教授等高级职
称序列，以职称发挥人才激励作用，激发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动力，打通高层次人才科

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截至2021年底，内蒙古工业大学发挥

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重要作用，已
开办两期初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为自治
区培养了300余名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基
本实现全区盟市科技局全覆盖。学员们一
致表示，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通过培
训提升了自身专业服务能力，为我区技术
转移转化贡献力量。

先赋权后转化
让成果转移转化更理直气壮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职务科技成果的
赋权，其突破意义在于对科技人员的激励
方式，由“先转化后奖励”调整为“先赋权后
转化”。

自治区科技厅成果管理与转化处处长
金龙介绍，在所有权方面，方案明确试点单
位可以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或接受企
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形成的归单位所有
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技成果完
成人（团队），试点单位与科技成果完成人
（团队）成为共同所有权人。

走进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记者找到
了充分调动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的法
宝：《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赋予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
实施方案（试行）》和《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两
份文件。

“历时近一年，实施方案终于尘埃落
定，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成果推广转化处处长任龙梅介绍说，
我们积极组织调研学习，向江苏、吉林、宁
夏等科研院校借鉴先进经验，并查阅相关
法律法规，拟定《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
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的试点实施方案》（讨论稿）。方
案经过向全院广大科技人员、各学科带头
人征求意见和建议后形成修改稿，又邀请
自治区党委政研室专家、内大法学院法学
专业老师、专业律师等进行方案论证，最终
经院党组会和院务会研究同意后印发。

记者注意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里，净
收益分配明显“一升一降”。原来成果完成
人 70%、单位 30%，调整为成果完成人为
80%，单位20%。以数字之力，充分调动科
技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

扎实推进试点工作，才能发挥成果转
化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内
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工作——

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汇
编，帮助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合同登记，提高
成果转化积极性；积极申报国家和地区主
推技术，加快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强化了成果管理。

召开自治区农牧业科技成果发布会，
既是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交流合作的平台，
对农牧业科技成果的宣传和展示，又能够
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有机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11月，内蒙
古农牧业科学院与远在呼伦贝尔市的内蒙
古兴佳薯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云签约”，
将马铃薯新品种“蒙黄1号”“蒙黄2号”等
四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转让，标志着
该院育成的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得到种

薯企业的认可，是赋权改革的成功案例。
4月 18日晚，内蒙古兴佳薯业有限责

任公司会议室里，大家兴奋地讨论着马铃
薯新品种高淀粉含量将带来巨大的市场空
间。“我们正在扩苗，大概6月就能开始种
了。”公司董事长刘艳国告诉记者：“我们公
司在种薯行业奋斗40年，此次更新的马铃
薯新品种比老品种在产量、品质、淀粉含量
等方面，具有优越性，且适合在呼伦贝尔大
面积种植，有利于带动马铃薯产业的高质
高效发展。”

“历经10年，马铃薯新品种问世。现
如今，通过企业实现马铃薯大面积种植、生
产，既可以让新品种新技术走向田间地头，
又可以让新品种新技术造福社会。”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院成果育成人曹春梅自豪地告
诉记者。“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做好新品种
推广工作，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使用马铃
薯新品种。”

赋权试点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院转让农作物新品种3个，专利
5项，转化收益达130万元。其中，2021年
转让新品种2个，专利技术3项，转让金额
80万元，较2020年提高了61%。

“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
海”。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改革试点的工作成效，让科研人员感
受到内蒙古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的决
心。大家表示，将不余遗力多出成果、出优
质成果，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力
量。

赋权改革非一日之功，推动赋权改革
更上一层楼，自治区科技厅不遗余力。自
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黄彦斌表示，自治区科
技厅将推广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经验，赋予高校
和科研院所更多的科研自主权。优化以
需求为导向的重大项目形成机制，推行

“揭榜挂帅”、定向委托、赛马制等新型项
目组织方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的
现实“堵点”，让创新成果转为现实生产
力，为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
格局注入强大动能。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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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内蒙古工业大
学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重要作用，已开办两期初级技术经纪
人培训班，为自治区培养了300余
名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基本实现全区
盟市科技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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