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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库需完善成果转化机制
□ 夏 婷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不断深入，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党和政府
的“科技智囊团”，科技智库需要进
一步加快智库成果转化、实现成果
价值。

当前，科技智库成果转化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我国绝大多数科技智库
都是以科研立项的形式开展研究，最
终成果形式主要是科研课题的结题报
告。许多智库的课题报告主要是学术
话语体系，与政府决策的政策话语体
系存在着一定差别。

还有一些科技智库定位不清，成
果质量不高。科技智库既不是单纯的
科学研究机构，也不是咨询顾问公
司，而是为党和政府提供建立在科学
研究基础之上的决策咨询和献言建
策，并且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机构。
一些智库忽略了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
策的功能，还有一些智库热衷于追逐
热点，忽略了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专
业性。

着力完善科技智库成果转化机
制，需要从几方面加强。

要重视科技智库的成果提炼工
作。科技智库每年会产生大量的科研
成果，但真正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的智库成果却不多，首先要从思想上
重视智库成果的提炼工作，将科研成
果转化为智库成果。同时，要注重培

养提炼智库成果的人才。如何更好地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智库成果，促进学
术话语和政策话语良性互动，科技智
库应该有将学术话语体系转化为政策
话语体系的人才。

要加强学术建设，提升科技智库
成果质量。科技智库要明确定位，确
定自身特色和优势，着力提升专业化
水平。同时，科技智库要兼顾学术基
础研究和政策热点研究，既考虑长远
发展，也注重有效发挥功能。

要拓宽科技智库成果传播渠道。
影响力是科技智库的生命力和核心竞
争力。科技智库要注重完善成果的内
部报送机制，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同
时大力拓宽成果的外部宣传推广渠
道，通过媒介传播，给政府决策提供帮
助，提升智库成果的影响力。

要完善科技智库管理体制，建立
有效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科技智库
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智库的成果产
出水平。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既要
吸引高水平领军人才，也要注重专业
领域带头人和青年人才队伍的培养，
构建专业性强、结构规范的人才梯
队。要规范科研管理，改进当前的选
题机制和成果评价机制，建立全流程
管理和评价机制。要完善管理机制，
提升科研服务水平。目前，许多科技
智库主要还是采用政府行政机构的管
理体制，在经费使用、人员管理、绩
效评价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应当在
可行的范围内，探索符合科技智库发
展的治理体系，提升科研服务水平。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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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方兴未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互联网新技术赋予了公益崭新的
面孔。根据互联网巨头们刚刚公布的
数据，腾讯公益去年募集善款 17.25
亿元，阿里巴巴平台和支付宝平台
2019 财年为公益机构筹款 12.7 亿
元。此外，5 亿人种下 1 亿棵真树，4
亿人为 19 个公益项目捐了 92 亿颗

“鸡蛋”，486 万人捐出 1008 亿步，为
乡村小学修建了22条阳光跑道。

“民政部依法指定了20家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仅去年一年，这
20家平台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
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2.1 万条，募集
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比2017年增
长 26.8%，互联网改变了我国公益慈
善的传统运作方式，人人公益、随手公
益、指尖公益正在成为潮流。”民政部
副部长詹成付说。他将“互联网+公
益”称为“鲜活的中国样本”，“新技术
的赋能，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
新方案”。

高效传递信息

“我们省有两个贫困县，一个县的
慈善协会会长干了 13 年，靠收旧报
纸，一共卖了 19 万元，另外一个县的
慈善协会在互联网上为一个环保项目

筹款，一个月就筹到了30万元。”陕西
省慈善协会副会长赵浩义对互联网赋
予公益的新能量如数家珍：“我们协会
从2016年起开始做互联网公益，第一
次参与腾讯‘99公益日’，就筹到450
万元，2017年筹了3185万元，2018年
筹了4420万元，这些钱来自500万人
次的捐赠。”

互联网对公众公益热情的调动，
首先来自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小额
捐赠由此应运而生。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孙利军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尽管平均每笔捐赠额只有 0.13
元，但去年一年，阿里巴巴直接产生的
公益捐赠超过了91亿笔。”

与此同时，互联网更高效的信息
触达，也在迅速提升公众的公益意
识。阿拉善 SEE 基金会秘书长张立
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昆明机
场，有个导游看到我背着阿拉善的包，
就问我，他在手机上种了两棵树，能不
能看看种在哪儿了。我就调出树林实
景直播给他看。”“在发达国家，环保领
域的公益捐赠通常占3%左右，但在中
国，得益于互联网对人们意识的提升，
环保筹款在总筹款数中的比例占到了
6%，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让捐赠人不仅
更好地理解了公益项目，也能看到自
己的捐赠所产生的效果”。

“线上线下打通创新的公益参与
形式，提升了公众的信任度。”上海联
劝公益基金会是国内最早开展公益徒
步筹款活动的公益组织之一，秘书长
王志云对互联网创新出的“行动公益”
颇有感触：“用户捐步数，实际上最终
是由企业配捐一定金额来实现公益捐
赠，企业为什么愿意干这件事呢？就

是因为用户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
中，看到企业品牌建立起的认知，远超
过户外广告。互联网技术为企业和公
众之间提供了新的公益连接方式。”

坚持守正创新

“互联网+公益”能够唤起公众的
热情，但这只是第一步。“数字化以及
智能化技术已经把我们推上一个新时
代的起跑线。但我们面临的不是一场
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理性公益，
科技向善’是这场马拉松的指路牌。”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
说，“仅基于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
往往流于一时或一事的付出，捐赠者
是否能从理性的角度审视、真心认同
自己从公益行为中获得的共鸣，决定
了是否会将一次性行为转化为持久的
行为习惯。”

同样基于技术的功能设计成为
“理性公益”的探索。2018 年腾讯公
益平台上线了“冷静器”功能。用户在
捐赠前会先看到一个弹出的“透明度
提示”消息框，可以查看该公益项目的
立项时间、执行情况、善款花费等事
宜。用户需点击确认知情后，才能进
行下一步捐款。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懿告诉记者：“在付款前每多设计一
个环节，就必然要流失一部分用户，但
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利用用户的一时
冲动。从数字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我
们 平 台 的 用 户 再 捐 献 率 达 到 了
24.56%，同比提升了 8.39%。这就说
明，冷静下来，公益反而更有机会成为
一种习惯。”

当公益成为一种习惯，用户开始

“多想一秒”，更多有建设性的互联网
公益项目应运而生。赵浩义坦言，从
现在的扶贫项目来看，直接给钱正在
被“造血”取代。“比如我们有个爱心超
市项目，要求贫困户拿劳动积分才能
换取物资，另外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项目，在每个有条件的贫困村
定向捐助 20 万元用于培训人员的劳
动技能，建立销售渠道。”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公益”
在助力优秀项目快速启动的同时，也
给投机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今年
以来，一些募捐者被质疑利用公众的
善心进行营销炒作。在陈一丹看来，
理性也需要慈善组织以及互联网公益
平台做好自身制度建设，通过互联网
建立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和专业高效
的运营机制。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解放
思想也不是不守规矩。公益慈善创新
不能借着互联网玩变戏法，而是需要
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在厚德基础上创
新，在尊重法律基础上创新。”詹成付
表示。

构筑公益新生态

互联网未来还将为公益带来更多
创新能量。打开一款名为《登山行动》
的小游戏，就走上了一条长长的漆黑
山路，翻山越岭跨过种种障碍，最终走
到学校。这款游戏上线不到 3 个月，
得到了10多万用户的218万元捐款，
20789 个 山 区 孩 子 如 今 上 学 有 了
路灯。

“小游戏本身对于场景的传达，以
及它在社交上的连接，能够让公益在
一种轻松的氛围当中变得更有趣，而
且变得更日常、更触手可及。”在微信
小游戏运营负责人张啸看来，伴随着

“互联网+公益”的深度融合，围绕公
益的创新也正在形成生态：“在今年4
月，我们对公益小游戏推出了相应的
支持计划，每个游戏可以得到80万元
研发基金和120万元推广基金，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游戏开发者和公益
组织连接，形成新的公益生态。”

2019年3月29日，阿里巴巴宣布
成立阿里巴巴经济体技术公益委员
会，委员会由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
张建锋任主席，成员为整个阿里经济
体主要技术骨干，目的同样是用技术
为公益提供深度。

张建锋在内部信中写道：“你可以
注册成为码上公益平台的一名爱心极
客，参加支付宝工程师发起的‘员工科
技公益计划’，或者为乡村的小朋友讲
授一节科技课程，或者为公益机构搭
建一个网站，写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
小程序，抑或在论坛中回答解决一个
技术难题等，每个举动，都是一份温暖
世界的能量。”“码上公益”平台由 50
多名工程师搭建，吸引了超过 4400
名“爱心极客”注册，为210家公益机
构解决问题。

公益组织同样感受到了新技术的
力量。“我们去年要帮助西藏那曲的一
所小学打一口井，让那里的小学生喝
上干净的水。我们把这个项目放上互
联网，结果 5 天就筹足了款，解决了
400多名师生的喝水问题，这就证明，
新技术还能为公益组织带来新的智
慧。”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伟
告诉记者。

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上，观众体验运动评估小程序。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程程 硕硕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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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5 日 12 时 06
分，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

（CZ-11 WEY 号）在我国黄海
海域实施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填补了我国运
载火箭海上发射空白，提供了更
加安全、灵活、经济、高效的新型
发射模式。

海上发射优势多

陆地那么大，为何一定要在
海上发射运载火箭呢？长征十
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金鑫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运载火箭发射
的任务目标是将有效载荷可靠、
安全、经济地送入预定轨道，与
常规在陆地进行运载火箭发射
不同，海上发射运载火箭具有几
大优势。

海上发射为火箭运载能力
提高提供了可行条件。一般情
况下，海上发射平台可以在海上
大范围移动，理想的发射地点是
靠近赤道附近的低纬度区域。
如果运载火箭在赤道附近发射，
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自转
速度，节省推进剂消耗量，从而
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这意味
着，同等起飞规模的运载火箭在
赤道附近发射可以具有更高的
运载能力，运载效率提升的同时
也可以降低单位质量有效载荷
发射成本。

海上发射有利于运载火箭
执行特殊轨道发射任务。随着
信息技术发展，人们对海上探测
提出了更高要求，小倾角卫星可
以实现对某一地区的高频次重
访，有利于数据获取，目前数量
已经越来越多。如果火箭从赤
道附近发射，可以避免卫星轨道
倾角变化消耗能量，既能提高火
箭执行该类任务的运载能力，也
可以有效提高卫星在轨寿命。
目前，我国最南端发射场文昌的
纬度仍然有十几度，而海上发射
不仅可有效破解我国陆地发射
场难以满足0至19度倾角卫星
发射需求的问题，而且可在我国
东部、南部海域选择发射点，满
足各种倾角卫星的发射需求。

海上发射将大幅提高火箭
发射安全性。我国在内陆火箭
发射场周边的火箭残骸落区有
些不是绝对的无人区，因此，科
技人员在设计火箭的飞行轨迹
时，宁可牺牲运载能力也要尽量
避开村镇。海面远离人口稠密
地区，通过海上航行可灵活选择
发射点和航落区，可有效解决火
箭航区和残骸落区安全性问题，
也可大幅降低陆地发射人员疏
散成本。

此外，海上发射可充分利用
我国丰富的民用船舶资源、港口

资源、测控资源、社会资源，实现
航天技术与海洋工程的有效融
合，不仅可形成更加经济、高效
的新型发射样式，而且可带动社
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次飞
行试验首次采用“航天+海工”
技术融合，突破海上发射稳定
性、无线通信可靠性等关键技
术，全面验证了海上发射技术流
程，初步构建了多方融合、资源
共享的海上发射模式。

技术创新能力强

长征十一号副总设计师管
洪仁告诉记者，首次海上发射成
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技术能力和
管理能力的提升。

由于火箭发射平台由陆地
转移到茫茫大海上，海洋的新环
境为长征十一号带来了新的技
术考验。

首先，陆基发射台发射时不
会移动，但海上发射平台是起伏
波动的，因此研制团队采用了一
种特殊的瞄准技术和动态条件
下的发射技术，来应对海水波
动。其次，对火箭的控制和监测
信号在陆基发射中要通过有线
通信系统传输，而在海射任务
中，只能通过无线传输形式来实
现。再次，以往火箭的飞行安全
控制需要地面人员监测和控制，
而本次任务是由火箭自身根据
飞行情况实时自主判断和实施
的，这也是我国火箭的首次自主
安控。另外，以往长征十一号火
箭要分几个部分运往陆基靶场，
并在陆基靶场完成组装、测试，
而此次全箭对接、卫星对接以及
测试工作前移至总装厂完成，由
此形成了全新的技术流程和运
输模式。

本次海上发射是长征运载
火箭首次以箭星组合体形式整
体出厂，运输至港口后仅需2至
3日测试准备即可登船，航行到
指定海域后可随时进行发射，这
样的速度可谓名副其实的“快响
利箭”。

长征十一号总指挥李同玉
介绍，后续我国还将继续开展多
次海上发射试验，充分验证各种
轨道发射的适应性，进一步优化
发射流程，有效形成能力。在此
基础上，将进一步建设专业化的
海上发射母港，满足星箭对接、
测试和技术准备；建设海上发射
专用平台，实现固液兼容的全球
海域发射能力，满足低纬度地区
卫星组网发射需求。

“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都位于赤道附近。未来我们可
以把火箭和发射平台驶到他们
的港口,为他们提供便捷的卫星
发射服务。”李同玉说。

灵活性强、发射经济性优

“快响利箭”筑梦海上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长征十一号海射型固体运载火箭以民用船舶为

发射平台，探索了我国海上发射管理模式，验证了海

上发射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不同倾角卫星发射

需求

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CZ-11 WEY号）实施我国首次海上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