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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

济、社会、文化价值；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

价体系；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

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的指导意见》，提出 10 条主要工作措施，直面

科技成果评价堵点难点问题，用科技成果评价

这根指挥棒，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产出

高质量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成果评价“评什么”

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

用”的问题，是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必定直

面的堵点难点。

2018 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对

“三评”改革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取得积极成

效。但与“三评”工作相比，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科技成果的评价导向作用和价值发

现作用发挥不够，对促进产出高质量成果和激

励创新主体、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效果不充分；

多维度、分类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不健全，指

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问题还

不同程度存在；科技成果评价行业不成熟，评

价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不高，行业自律

和有效监管体系尚未形成。

此次《指导意见》直面科技成果评价的堵点

难点，把“坚持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作为解

决“分类评价体系不健全，评价指标单一化、标

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问题的破题之举。

科技成果评价要“评什么”？“这是开展科技

成果评价的关键，也是理顺科技成果评价与相

似活动的关键。《指导意见》最重要的亮点就是

明确了科技成果评价的对象是‘科技成果的科

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说。

例如，科学价值重点评价在新发现、新原

理、新方法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技术价值重点

评价重大技术发明，突出在解决产业关键共性

技术问题、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难题，特别是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方面的成效；经济价值重点评

价推广前景、预期效益、潜在风险等对经济和

产业发展的影响。

“这既有利于不同评价主体、根据科技成果

评价所处的不同场景和目标，确定科学合理的

评价工具和评价方式，形成符合评价目的科学

有效结论。”肖尤丹表示。

“谁来评”“怎么评”

科技成果评价“谁来评”？《指导意见》提

出，要积极发展市场化评价，规范第三方评价，

按照“谁委托科研任务谁评价”“谁使用科研成

果谁评价”的原则，根据科研成果类型分别提

出不同评价主体的要求。

“第三方评价在目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中

扮演着评价实施主体的角色。”中科合创（北

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主任严长春表示，第三

方评价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科技成果的科

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有利于促进科

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激发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推动高质量成果产出，促进创新链、产

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第三方评价

有利于科技成果评价行业朝着专业化、规范

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营造成果评价

的良好创新生态。”

在解决“怎么评”方面，《指导意见》提出

“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按照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不同成

果类型，形成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

机制。

比如，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鼓励

国际“小同行”评议，推行代表作制度，实行定

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应用研究成果以行

业用户和社会评价为主，注重高质量知识产权

产出，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设

备样机性能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就中土建交 50
周年互致贺电。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

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

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

《瞭望》刊发文章：习近平

情系西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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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区自 1991年获批建设以来，

在中央、河南省委、郑州市委和郑州高新

区历届党工委的领导下，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实重干，克

难攻坚，勇于创新，扎根奉献，从一个只有3
平方公里起步区、郑州西郊的一片玉米地开

始，发展成为一座环境优美、服务完善、产业

聚集、科技领先的现代化科技新城，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红军表示，郑州高新区的发展，是全区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

项工作中以行动践初心、用热血写忠诚，立

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奉献的结果，凝聚着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

2020 年，郑州高新区经济发展成绩斐

然：与 2015年相比，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515
亿元，名义增长13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至 137.8 亿元，增长 60.2%；；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至67.4亿元，增长133%；全口径税

收 突 破 百 亿 元 、增 至 100.7 亿 元 ，增 长

44.9%；全口径财政收入增至139亿元，增长

75.1%……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张红

军表示，在郑州高新区经济社会各项工作

中，党的引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强化

党的建设是化解各类问题、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利剑。郑州高新区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鼓励党

员干部在推动各项事业中担当作为，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各项工作任务又好又

快的完成。

党史学习教育
——让党建走“心”走“新”

今年 3 月 30 日，郑州高新区召开党工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邀请中央宣

讲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

研究所原所长金一南作宣讲报告；4 月 24
日至4月26日，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党

史 悟思想”读书班活动。此外，不断加强

党史研究阐释，抓好基层宣讲；开展党史新

闻宣传，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创新文艺

作品创作，丰富宣讲形式内容；抓好青少年

红色教育，将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143家中国企业
入围世界500强榜单

本报讯 近日，《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正

式出炉。我国共有 143 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增加

10家，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超过美国，位居世

界第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约为 31.7万亿美元，比

去年下降5%。进入排行榜的门槛从254亿美元下

降到 240 亿美元。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为 1.6
万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20%。

榜单显示，沃尔玛连续八年蝉联全球最大公

司，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上升至第二位，亚马逊

首次进入前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四、五名。

今年的榜单里，我国共有 143家公司上榜，上

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位。今年，美国共计

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新上榜和重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 18家，分别

是：中国船舶集团、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浙江恒逸

集团、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敬业集团、新希望

控股集团、新华人寿保险、潍柴动力、北京建龙重

工集团、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龙湖集团、广州市

建筑集团、广州医药集团、华润置地、云南省投资

控股集团、万洲国际、紫金矿业集团、中国再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班娟娟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激发创新活力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李洋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访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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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

理条例》。

上半年我国服务外包发展
稳中向好

本报讯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8793 亿

元，执行额 56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4%和

25.5%。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944 亿

元，执行额 328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4%和

22.5%。

新兴数字化服务及知识密集服务外包快速增

长。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执行额分别为 1481亿元、545亿元和 125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5%、15.5%和 21.2%。线上

业务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离岸信息技术外包增

速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

示范城市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中西部地区增

速加快。上半年，全国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4077亿元，执行额2757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8.7%和 19.5%，占全国总额的

82.5%和 84.0%。同时，中西部地区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执行额 218亿元，同比增长 32.9%，比全

国增速高出10.4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格局基本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服务外包增长较快。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美

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别为

684 亿元、627 亿元和 408 亿元，仍是我前三大市

场，合计占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52.4%。

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

服务外包合同额1003亿元、执行额630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50.5%和 26.7%，占离岸服务外包总额比

重进一步提升。 王俊岭

每一位追梦的“她”，都是新时代最美的风景；每一份蓬勃生长的“她”力量，都是开创未来的坚实支撑。近期，国家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

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女性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图为辽宁省农科院

水稻所研究员郑文静（右三）和团队成员在田间进行水稻抗病性调查。 新华社记者 王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