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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大学校长康乐：

鼓励京津冀高端人才良性流动
作为中西部地区大学的校长，昨天，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大学校长康乐建议，要增加中西部地
区高校的“造血”功能，推动京津冀区域高端人才资源合理有序良性流动。 同时他认为，学生的负担
重，但“重中之重”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学、研究生阶段则呈现出“合格就毕业”的现状。 要重视
各个学段学生的学习强度，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能力培养。

京津冀打造产业城市人才融合示范区

康乐提出，北京、天津与河北
在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不平衡的
问题亟待解决。“河北高校的优秀
人才结构性短缺，院士只有个位
数，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基
金获得者等都在十位数。”同时，
人才资源还在全面流失。康乐说，
2017年，河北大学考取研究生
1600人，其中考取北京、天津的
占一半，河北的毕业生选择到北
京、天津就业的达到四分之一。高
层次人才的外流也是愈演愈烈，
“近五年，河北大学就有 100多名

教师调出，80多人申请调离并有
明确去向。”
他认为，协同发展更要共同
发展，人才资源的配置更要平衡。
“首先，河北要加强发展，对人才
在政治上重视、事业上支持、生活
上关心，待遇从优，打造人才成长
的优异环境，才能从根本改变人才
洼地，担负起北京的‘后花园’‘、护
城河’和非首都功能的疏导地的功
能，为大首都经济圈贡献力量。”同
时，要扩大中西部高校博士招生的
规模，增加中西部地区的“造血”功

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 CEO 程静：

能。比如在学科评估中，要考虑中
西部高校为地方经济、中西部地区
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特殊学
科布局，建立人才共享和联动机
制，打破属地思想和地域界限，鼓
励推动京津冀区域高端人才资源
合理有序良性流动，在京津冀全
区域，打造产业城市人才融合的
示范区。“各地各级政府协调统一
产业化发展、城市化建设和人才
工作，真正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
资源，落实到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
方方面面。”

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多，转化少，需求多，解决少”，一定
数量的基础共性技术和成果不能多方面利用， 造成资源浪
费。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 CEO 程静提出建
议，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等问题，要形成科技化、
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的成果转化平台，建立盘活信息化
的动态技术库资源， 并率先支持北京设立北京市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及科技母基金。

支持北京设立科
技母基金辐射雄安

程静说，中国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率低，
已经成为一
康乐说，现在社会热议的学 大关系。“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 段“学有所爱”，研究生阶段“学
个
“老大难”
。据世界银行统
生负担重，主要集中在初中阶段 教育迈向大众化，存在着强调就 有所长”，工作后“学以致用”，这
计，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和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阶段。但 业率、忽视人才能力培养的问 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希望重
平均只有 10%-5%，而发达
是大学却存在学习和训练强度 题。”他说，综合性院校本科教育 视各学段学生学习强度的配置
国家则超过
40%。“中国众
低、合格就能毕业等问题。“特别 应该是通识性和宽口径的，主要 问题，解决前重后轻现象，特别
多顶级的高校院所，
相当数
是在研究生阶段这个现象十分突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在不 是要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能
量的成果依然作为高校院
出。这种现象造成了人才培养质 同岗位上捕捉新知识的能力以 力培养，让他们接受更严格的学
所的成果‘库存’，不能有效
量下降和社会认可度较低。”
及后续的发展潜力，不应过多强 习和训练，真正落实宽进
发挥价值。”
康乐认为，现在不少用人单 调就业导向，这与对专科院校和 严出。”
她建议，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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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就，中国的高等教育不 记育人的初心。三是要持续扎实 流大学。
准加速转化平台。同时形成
一个以政府为指导支持的
第三方技术成果转化机构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化
需求分析直接对接大型企
上千人在图书馆里“过大年”
业技术短板，同时接通各创
新技术团队及科研院所的
研究通道，从而解决技术成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 就来排队，为的是参加我们的一 去解决。“数据显示，全国现有公
果转化的盲目性，做到有的
馆长韩永进在参加北京团小组审 个读书奖励活动。应该说，这种 共图书馆不到 3200家，平均 40
放矢。”
议时表示，新时代必将是文化繁 文化热情和读书热情都是中国 多万人一个，而国际图书馆协会联
程静告诉记者，北京以
荣兴盛的时代，也必将是读书学 文化发展最好时代的写照。” 合会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规定，每
人均 专 利 数 量 94.5件 位
韩永进说，党的十九大报告 5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韩永进
习的最好时代。作为文化工作者，
列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
韩永进说，文化发展还有很长的 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说，世界上发达国家通常是一万到
拥有量排名之首。“建议率
路要走，有很多不平衡和发展不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 两万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另
先支持北京设立北京市科
充分需要去解决。
义文化强国。李克强总理所作的 外，根据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
技成果转化平台及科技母
韩永进介绍说，根据世界文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要为 示，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
基金，联动辐射上海、深
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实际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 读量为 7.86本，虽然比上年有所增
圳、雄安等科技创新资源
情况，文化需求在现阶段将出现 食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长，但与很多国家人均阅读量几十
高度聚集的地区、将平台
井喷式的急剧增长。韩永进举例 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本相比还有待提高。“根据政府工
落地在协同创新研究院，
说，今年春节放假七天，年三十 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作报告的精神，国家图书馆将继续
充分利用北京技术资源和
和初一都有几千人在图书馆里 心价值观。不过韩永进坦言，文化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已有的技术成果转化成功
“文化过大年”。“大年初一的第 发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 公共产品和服务。”韩永进表示。
经验。”
一位读者年三十儿晚上九点多 很多不平衡和发展的不充分需要
北京晨报记者 邹乐
本科研究生应“宽进严出”

设知产综合平
台构建“绿色通道”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程静表示，由于知识产权属
于无形资产，评估难、处置
难，维权面临举证难、周期
长、赔偿数额低、成本高、效
益差等问题，专利诉讼也面
临“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赢
了官司，赔了钱”等尴尬局
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创新主体的维权动力和积极
性。所以，设立更多的知识产
权快速维权中心势在必行。
她表示，在全国已有的
十几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中心的基础上，要根据地域
区位优势、行业集中程度优
势、产业优势，尤其是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
造、生物医药等产业，设立知
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集专
利申请、维权援助、调解执
法、司法审判于一体的一站
式综合服务平台，构建一条
集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快速
审判为一体的“绿色通道”。
科技教育应成为
青少年常规体验课

同时，程静还就青少年
科技教育提出建议，她说，在
国际科技竞赛里，中国孩子
科学实践和技能比赛奖项
不那么名列前茅，科技教育
经费来源少、缺乏专业科
技教育课程、过度重视应
试基础文化教育，忽略科
技教育和科技体验等都导
致了这一现状。同时，社会
教育在科技教育中还没发
挥作用。她建议，要将科技
教育纳入教学教务，成为常
规体验课程，专项资金支
持，与专业的科技教育平台
合作，进行专业的培训体
验。将科技教育活动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制定专
业机构认定规划。要培养专
业的科技教育人才，扩大青
少年科技教育的教师队伍，
开展青少年课外科技教育
体系。
北京晨报记者 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