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负行动 3.0”出台前

经过了扎实的前期调研，把

近一阶段青年科研人员反映

最为强烈的问题，在政策层

面落到了实处。相关政策的

出台有助于青年科研人员减

负，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他

们把主要精力聚焦科研工作

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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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何 问

奋进者

◎新华社记者 崔翰超

编者按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解读各级部门出台的人才新政，展示各地方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成

果，讲述当代科研人才的奋斗故事，从今日起，本报人物版改版为人才版，推出“人才方略”“用好第一资源”“奋进者”等

栏目，分析育才、引才、用才的典型案例，分享创新工作方法，为新时代科技人才队伍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近日，“2022 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

榜单公布，四川省成都市再度荣获“最佳引

才城市”称号。

成都已连续 4 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

城市”。作为我国西部内陆城市，成都为何

能够连续 4 年获得这一荣誉？人才给成都

带来了什么？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负责

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从拼政策到搭平台再到
优化平台

2022 年 12 月，成都市金牛区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强化要素支撑激发人才创新

创业就业活力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为了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措

施》提出对在蓉（四川省成都市的简称）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研

修的博士后人才，出站后且在金牛区工作

的，3 年内给予每人 10 万元奖励。与此同

时，为了帮助用人主体引才，《措施》中明确

对企业提供最高 100万元的引才补贴。

近年来，成都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战略、

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实际需求，实施更

加积极的人才政策。2022 年 7 月，成都推

出“人才新政 3.0 版”，提出“支持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创新”“支持创新主体

引育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吸引集

聚青年科技人才”等政策举措，实现了从拼

政策到搭平台，再到优化平台的跨越式转

变，构筑城市人才工作的持久竞争优势。

“对于参与成渝科技合作创新计划的

高校院所、企业引进的科技领军人才，其科

技成果在蓉转化的，可以不受地域、户籍等

限制，按规定享受相应人才项目申报、创新

扶持等支持。”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对入选

“蓉漂计划”3年以上，且在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取得突破的顶尖创新创业团队，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资助；支持在蓉高校布局交叉学

科、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培育成都重点产

业发展所需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并对相关

高校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

截至目前，成都人才总量达 622.3 万

人、居全国第 4 位，其中国家、省、市高层次

人才 4435 人，人才队伍涵盖科技领军人

才、高水平工程师、高技能人才、乡村振兴

人才等。

加速聚集战略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

放入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试管、等

待检测、分析曲线……1 月 3 日，在位于天

府锦城实验室（成都前沿医学中心）的四

川大学疾病分子网络前沿科学中心分子

肿瘤学研究室的荧光定量 PCR 仪器前，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天府锦城实验室执行主任彭勇带领团队

成员进行 RNA 含量的检测。目前，该团

队正在针对肿瘤开展原创靶点的基础研

究，聚焦小分子药物和抗体药物进行原创

药物研发。

“当前，我们实验室已经聚集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魏于全等院士领衔的超过 2000

人的高水平创新研究团队。”彭勇表示，为

了进一步吸纳高层次人才，他们将以“揭榜

挂帅”“赛马制度”等多种形式催生应用型

科技成果，孵化产业项目。

为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成都在布局创新源头、打造

创新平台上奋力“求解”，为各类战略人才

栽好“梧桐树”。

位于成都的天府实验室是四川省打造

的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它包括天府绛溪实

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天府兴隆湖实验

室、天府永兴实验室。

彭勇表示，作为天府实验室四个方向

实验室之一，天府兴隆湖实验室聚焦信息

光子学、能量光子学等光学领域科技难题

攻关，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光学工程研

究中心。

成都市人才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成

都已经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 217 个，随着

各级各类创新平台加快建设，这些平台正

加速汇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推动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加快聚集。

四度获评“最佳引才城市”，成都的秘诀是什么
用好第一资源

◎芶文涵 陈 科

或许已经习惯了与安静的文物打交道，陈国科不是一个话多

的人。但每当谈起野外考古发掘的经历时，他的肢体动作会变得

格外丰富，还会不自觉笑出声来。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些外

人眼里的辛苦，执着地谈论新发现带来的惊喜。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

县——驰名中外的“中国苹果之乡”。黄土高原缺水，他却见证了

家乡人在黄土旱塬孕育出“最甜的苹果”，“咬牙也要把事情干好”

的信念也无形中融入骨血。

陈国科大学学的考古学，当时还是冷门专业。工作不久，

他就担当起重要任务，在 2006 年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项目中主

要参与定西市临洮县战国秦长城和张掖市山丹县汉明长城的

试点调查工作。从零开始，边干边摸索西部地区长城特点及调

查方法。

“参与田野工作越深入，我越觉得考古博大精深，逐渐感觉在

学校学到的知识不够用了。”陈国科说。因此他萌生了提升研究能

力的想法。那时河西走廊早期矿业遗址调查发掘刚刚开始，时任

所长的王辉研究馆员建议他试试科技考古。于是 2008 年陈国科

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科技考古为还原历史提供了更多微观线索，但那时这个领域

还比较‘小众’。”陈国科说。

文科生从事理工科研究何其艰难。陈国科每天至少花 16 个

小时在学习和实验上。他听完了冶金、化学、材料等学科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课程，跟着老师一遍遍学习制备样品、电镜扫描、分析数

据等实验流程。

在学习时期，陈国科还承担着张掖西城驿冶金遗址和肃北马

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发掘工作，几年间在北京、张掖、酒泉三

地往返奔波。

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平均海拔在 2000 米以上，自然环

境尤其艰难。发掘工作最开始时，陈国科独自在马鬃山镇找出并

划定了 6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第二年他领着两个实习生开始了

遗址发掘工作。

辛苦终究没有白费。陈国科和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又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发现了马鬃山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和敦煌旱峡

玉矿遗址。一系列玉矿遗址的发现不仅揭示了我国目前所见年代

最早一批集采矿、选矿、防御等于一体的采矿聚落遗址，还表明甘

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陈国科自己也实现了

从田野到实验室全过程考古研究的突破。

走上领导岗位后，陈国科一如既往坚持苦干。他带领全所就

1986 年以来已开展的 147 项考古工作进行资料梳理出版。几代

人积攒的材料浩瀚如山，一个项目的文物资料就足以建起一座

博物馆。

陈国科带着同事们一个一个项目“啃”。现已出版考古报告、

图录、论文集 17 部。同时，他还借助 VR 等技术手段，探索复原遗

址现场，“活化”曾经存在档案里的历史数据。

“历史不能锁在柜子里。”陈国科说，让当代人认识、感受历史

文化的魅力，是新时代赋予考古人新的使命。

他钟情田野考古

用科技破解文明密码

熔炼车间里没有胖子，因为这里的“热辣”让西北正午的酷暑

都逊色三分。

密闭鼓风炉旁，刺耳的噪音震耳欲聋，滚滚热浪席卷而来。安

全帽和防尘口罩的防护下，张晓平从观察口盯着炉内的情况，汗水

早已浸湿了他的衣裳。

45岁的张晓平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冶炼厂熔炼车间调度室调度长，别人都叫他一声“张师傅”，而他

还有一个特别的外号“行走的测量仪”。

这个称呼来自他的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只靠双眼便确定炉

温。由于炉内高热高压，一般的测量仪无法放入，只能靠双眼来观

察炉温，这一绝技来自他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

张晓平的父辈便是工人。小时候嚷嚷着要跟父亲去矿区的

他，在 2000 年进入熔炼车间工作，从此轰鸣的机器与阵阵热浪便

常伴左右。辛苦的工作，严苛的环境，“连轴转”成为常态，甚至有

时连年夜饭也吃不上，这让刚从学校来到厂里的张晓平一度产生

放弃的想法。

“当时父亲和师傅们告诉我，我们是为了国家建设而工作，受

点苦没什么。”张晓平躁动的心最终安定了下来。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自从那时候开始，张晓平就用青春

守着那燃烧的炉火，也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张晓平

“炼”就了自己的不平凡。

除了“火眼金睛”，张晓平还与同事们共同钻研，开发出一套被

称为车间生产“独门秘籍”和“制胜法宝”的先进操作方法，让鼓风

炉的使用寿命从原来的不到 10个月提高到 24个月。

从进厂时的“小张”到今天的“张师傅”，张晓平始终对工人的

身份感到自豪：“工人是为国家搞建设，为社会创造价值。”

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工人的奉献精神和自豪也传给了新一

代工人。

28岁的技术员陶乃兴2016年毕业后从云南来到车间工作。刚

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一时间难以适应。

“一开始也迷茫，有很多同学都转去了其他行当。”陶乃兴工作

不久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在张晓平和其他老师傅的鼓励下，陶

乃兴才决定坚持下来。

如今的陶乃兴已经成为负责工艺技术、生产安全等环节的技

术员。技术上他不断钻研，生活上他已经融入了熔炼车间这个大

家庭，他身上也有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人这一生必然要经过炉火的熔炼，才能去杂存精。”张晓平

说。他的眼里映射出炉火，那火苗随着心脏而跳动。

他是“行走的测量仪”

仅凭双眼便能确定炉温

“不到 35 岁就可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和科技部的重点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

人，这个起点非常高，对于他们的成长有很

大的帮助。”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仰大勇

表示，前不久该院的一些年轻教师申请到

了针对青年科研人员的重大科研项目。

不只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的年轻人，如

今在全国还有很多青年科研人员，他们都

享受到了国家释放的政策红利。2022 年，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

基金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

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意味着，

面向科研人员的减负行动已经迈向了 3.0

时代。通过给青年科研人员更多挑大梁的

机会，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活力。

近日，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也再次强调，要

以人为核心深化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确保

改革红利直达一线。推动“减负行动”举措

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减轻科研人员非科

研负担。

“以前财务上的事是让我最挠头的，各

种票据整理、签字、报销，每次不折腾个三

四周都解决不了，太牵扯精力了。”仰大勇

回忆起 7 年前刚回国工作时的情形，无奈

地摇了摇头。

像财务报销这类看似不起眼的“小

事”，其实给青年科研人员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特别是很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都

落在了刚入职、资历浅的年轻人身上，让他

们不胜其扰。

为了能让青年科研人员把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上，而不再被事务

性工作所累，近几年我国不断出台各种政

策给他们做“减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邓仲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2018 年 12 月，科技部、财政部、

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

展了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7 项行动（以下简

称“减负行动 1.0”），直指“表格多、报销繁、

检查多”等突出症结。

“减负行动 1.0”效果明显。“如今，财务

工作可以全部在线上进行，申请、审批、报

销一天内就能够完成，再也不会出现因为

流程繁琐、实验材料采购不及时而影响科

研进度的情况了。”仰大勇感叹道。

2020 年 10 月，科技部、财政部、教育

部、中科院联合印发《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

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减负行动 2.0”），在深化“减

负行动 1.0”的基础上，针对科技成果转化、

科研人员保障激励等方面暴露出的一些

问题，持续发力。

“同时，‘减负行动 2.0’进一步解决了

广大科研人员反映的表格多、报销繁、检查

多等突出问题，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

升创新绩效，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

政策制度环境。”邓仲良补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减负行动 1.0”和“减

负行动 2.0”都特别对青年科研人员予以了

大力的保障支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中，有 90%以上的重点专项设立了青

年科学家项目，2021 年支持了 300 多个青

年科学家团队。

从1.0到2.0持续做“减法”

寒假前夕，《天津大学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培育计划项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正在校内抓紧落地，其旨在支持

青年科研人员潜心研究，为青年科研人员

让年轻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减负行动 3.0’出台前经过了扎实

的前期调研，把近一阶段青年科研人员

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在政策层面落到

了实处。”邓仲良认为，相关政策的出台

有助于青年科研人员减负，同时也进一

步加强了他们把主要精力聚焦在科研工

作上的政策保障。

“不过，从科研成果产出的规律来看，

一个好的成果不可能靠闭门造车、单枪匹

马就可以产出的，很多研究工作都需要一

定时间积累，同时需要从多层面进行论证，

因此团队的力量必不可少。”邓仲良表示，

下一步的“减负”政策，可以在强化成果署

名方面，更加注重公平性，体现科研团队中

每一个人的价值。

邓仲良还建议，青年科研人员不缺

少创造力和旺盛的精力，但是在经验方

面有所欠缺，如果能够得到学术“大咖”

们一对一或者团队带头人的直接指导，

将 有 助 于 他 们 少 走 弯 路 、更 快 速 的 成

长。同时，这种“传帮带”的制度一旦形

成，也可以良性循环下去，让良好的学风

可以代代传承。

除此之外，虽然从国家到地方都在

为科研人员“减负”，但是目前一些非学

术 性 、不 必 要 的“ 不 合 理 负 担 ”依 然 存

在 ，甚 至 还 可 能 出 现 了 新 的“ 变 种 ”，这

也 需 要 及 时 通 过 后 续 的“ 减 负 行 动 ”来

查漏补缺。

相关专家表示，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

进阶需要包容、宽松的环境。只有保障他

们能够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才能充

分激发其创新潜能与活力，这就需要有关

部门按照要求扎实推进“减负行动”，确保

改革红利直达一线，从多方面为青年科研

人员赋能。

需后续“减负行动”查漏补缺

人才方略

◎本报记者 陈 曦

减负深入减负深入，，让青年科研人员轻装上阵让青年科研人员轻装上阵
增机会，助力他们挑大梁，让他们加速成长

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实施办法》是天津大学为落实“减负

行动 3.0”而制定的。“通过政策保障青年科

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能让他

们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邓仲良认为，这正

是“减负行动 3.0”出台的目标所在。

在挑大梁方面，“减负行动 3.0”明确提

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0 岁以下青年人才

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提高

到 20%；在增机会方面，则主要是推动基本

科研业务费、自然科学基金等加大对青年

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明显感到国家科研项目

的科研基金审批速度加快了。前不久，我

申请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从科研立项通

知到科研资金到位，仅用约一个月的时

间。”邓仲良在日常工作中感到了明显的

变化。

天津大学则把对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

梳理成体系。“我们学校将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培育计划项目分为三个层次。”天津大学

科研院院长王天友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道，学校制定政策，通过梯次培

育，对青年科研人才给予持续支持，逐步将

其培养成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除了增加支持外，“减负行动”还在持

续深化中。“减负行动 3.0”在减考核和保时

间上提出，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

家项目、自然科学基金“优青”“杰青”项目

考核评价中建立尽职免予追责机制；确保

青年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

不少于 4/5等明确举措。

“学校也将把减考核和保时间落到实

处。”天津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符银丹

介绍道，在落实减考核方面，天津大学推动

按照实际贡献认定科研业绩，青年科研人

员在参与体量较大的横向科研项目时，可

以根据其在项目中的分工进行单独立项、

立卡。在落实保时间方面，天津大学对常

见业务进行了科学评估和精准优化，科研

印鉴平均办理周期减少了 1.2个工作日，科

技合同平均办理周期减少了 1.8个工作日；

将技术合同认定等政府服务引入校园，极

大提高了办理效率。与此同时，该校开发

了智慧科研管理决策支撑平台，实现了科

研数据定点推送和使用，加强了信息互通

和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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