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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改“25条”给科研人员送上收入分配机制“礼包”

一季度技术合同数量成交额显著增长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记者从上海市技

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获悉，一季度，市属科研院
所的技术合同数量和成交额显著增长。如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合同有 35项， 同比增长
106%；合同成交额 208万元，同比增长 288%。

市农科院成果转化处处长蒋书洪表示， 今年 2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上
海科改“25条”）规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的奖酬金提取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总量，激发了科研人员从事“三技”服务的积
极性。

市技术市场办副主任李明介绍，技术合同

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4类，简称“四技”服务。其中，技术转让领域的
科技人员奖酬规定，写入了我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 国务院 2016 年 16 号文件指出：

“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

可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本规定执行。”

然而对于这句话，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
为，科技人员只有从事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
“三技”服务，才可获得奖酬；另一种观点认为，

所有“三技”服务都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的重要方式，开展这三类活动的科技人
员都应获得奖酬。

蒋书洪持后一种观点。他告诉记者，市农
科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奖酬金发放受绩效
工资总额控制。由于“三技”服务的收益不能分
配给员工，一些科研人员从事技术服务与推广
的积极性不太高。市农科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
他们的意见，这个问题也关乎其他市属科研院
所。

去年下半年，市科委起草上海科改“25条”

时，将科研人员的心声写入了第九条“实施知
识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经过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活动的奖酬金提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奖酬支
出， 均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李明

说，这条规定在送给科研人员“礼包”的同时，

也通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把以前一些隐性
的“三技”服务显性化，更有利于管理和服务。

文件发布后， 这条规定可谓立竿见影，有
效拉动了本市科研单位的技术合同数量和成
交额。在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课题组与内
蒙古一家企业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指导企业
栽培“申香 215”香菇，成交额 50万元；畜牧兽
医研究所课题组与上海一家企业签订了技术
开发合同，开发的生物发酵饲料有望使每头猪
在保育期内增加收益约 97 元， 成交额 10 万
元。目前，市农科院正在制订“三技”服务收益
分配方案，让课题组成员早日拿到真金白银。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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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官员一身正
气， 就怕领导没有爱
好”。领导的“爱好”，这
几年重新成了热门话
题———有的领导爱好
摄影，拍遍了大江南北
域中国外；有的官员爱
好泼墨，店招题遍了大
店小肆大街小巷；有的
沉湎于玉石，成了“玉
痴”；有的迷恋于陈普，

成了“茶王”；还有的酷
爱紫砂，成了远近闻名
的“壶哥”……

但更为 “普遍”的
“爱好”，恐怕还要算麻
将。四角方城，从“小来
来”到豪赌一场，从“怡
情放松” 到通宵达旦，

有的官员的 “方城之
恋”，到了什么地步呢？

这里仅举两例，当然也
是挂一漏万———

例一，广安市政府
原副秘书长汪智勇，以
“右腿骨折、行动不便”

为由， 一直未上班，无
论多么重要的公务一
律推掉。汪秘书长上哪
去了呢？包了星级酒店
一套三居室豪华套房，

住了 40 多天。这 40 多
天里， 汪智勇不分昼
夜，与开发商老板打麻
将，斗地主，直打得昏
天黑地、乐不思返。

例二，深圳市中级
法院原副院长黄常青，

酷爱麻将，不可一日无
此方城，竟在自家阳台
专门搭建了麻将房，天
天召三唤四聚集 “麻
友”。黄院长“进去”了，

面对审查，“他常常陷
入悔恨，不能自拔”。但
只要一与办案人员谈
起麻将，立即“迅速抽
离”，两眼放光，绘声绘
色地介绍起“和平麻将”来，手舞足蹈地吹嘘曾
经的“辉煌战绩”，甚至反复道“等我出去了，我
们一起切磋，我肯定赢你”……

汪秘书长与黄副院长们，为什么如此痴迷
于麻将？他们哪来这么多的赌资本钱？他们就
不怕大赌伤身、倾家荡产？这也许是坊间网上
人们的一点疑虑———其实这疑虑一点也不必
有，贪官们日夜麻将，因为他是赢家，是“常胜
将军”。墨吏们沉迷方城，因为这是日进斗金的
“生财之道”。 你看这个汪智勇，40多天里在赌
桌上就“赚”了百余万。你看这个黄常青，万一
失手，立马就有“麻友”出来，说一句“输了算我
的”。更不要说他们的“本钱”，每每有老板“铺
底”呢———你没听说老板们与南充市原副市长
邹平打麻将，一次几万十几万地“输”给他，“哪
怕是自摸清一色也不敢和”啊！

这里有一只节前才披露的“麻雀”，稍加剖
析，便可明白有的官员为什么痴迷麻将乐此不
疲的奥秘了———绵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原书
记、主任冯军，在麻将桌上通宵达旦，这些年
来，通过“假赌”总共“赢”了 1114万元呢！

冯主任的“一千万”，是怎么“赢”来的呢？

比如说，“老板约我打牌，不会和我的牌，还故
意告诉我他要和什么牌， 于是我从不会输，每
场都是赢家，赢钱的感觉真是其乐无穷”。冯军
与某运输公司董事长刘老板一年要打 20多场
麻将，刘老板故意输给他好几十万。

又比如说，游老板找到冯主任，请其解决
采矿权和土地证，也是在酒店茶楼或公司内部
搓麻将，100元起翻， 一个晚上冯军可赚近 10

万元。冯军偷牌、换牌、看牌，小动作百出，游老
板睁只眼闭只眼，让他做个彻头彻尾的“大赢
家”。几年牌打下来，游老板竟“输”给了冯主任
整整 100万元！

再比如说，某矿业公司董事长范老板为煤
矿复产、贷款贴息事，请冯主任“打牌”。可是范
老板不会搓麻将啊，那也无妨，每每找人与冯
主任“凑局”，又每每事先将“铺底钱”单独塞给
冯军，一次好几万元，范老板给冯的“铺底”就
又达好几十万元……

对于冯主任的“一千万”，再加评论都是多
余的了———某些官员的“爱好”，早已不是什么
“人之常情”，而已是受贿甚至是榨取的腐败之
道，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这些战无不胜的“常
胜将军”在方城中的豪取巧夺“其乐无穷”，以
及那些老麻将桌上要输百万银子的 “老板”们
的“无哭之泪”，对于某些贪吏的“爱好”已经做
了最好的注解啊！

率团队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仅含单条染色体的酿酒酵母，覃重军获 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要做就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

■本报记者 黄海华

在覃重军异想天开地思索， 能否把酿
酒酵母的 16 条染色体人工减少到 1 条之
前， 全世界上万科学家已发表了几十万篇
有关酿酒酵母的论文， 这当中并没有他的
一篇文章。然而，在被专业同行忽视的情况
下，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自
然界并不存在的简约化生命———仅含单条
染色体的酿酒酵母。这是继人工合成牛胰岛
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之
后， 中国科学家再一次成功使用合成方法，

探索生命起源与进化的重大基础科学问
题， 为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方
向。这一成果获得 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
大进展”等多个奖项。

也许是性格使然，越是难题就越是让覃
重军感到兴奋，这也就注定了他的科研生涯
多了几分跌宕起伏和天马行空。

不做“混饭吃”的职业工作
覃重军 1983年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微

生物专业，但他的专业成绩不算出挑，只求
“60分万岁”，还补考过两门课程。

1987 年进入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
时，只用了三个月上实验课时间，覃重军就
发了一篇文章。这让他的导师非常吃惊，于
是让他尝试 “克隆井冈霉素生物合成基因
簇”这个高难度课题。事实上，这个工作直
到 2006 年才由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家完
成。当年的覃重军眼看难以硕士毕业，甚至
面临退学， 但他的导师认为他有潜力做科
研，大力推荐他，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孙济
中等支持下， 成为该校试行的首届硕博连
读生。他不负导师期望，在没有什么文献参
考情况下， 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在了国际知
名专业期刊《细菌学杂志》上，这也是华中
农大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
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近
1300 页的实验记录中， 失败何止百次！然
而， 没有一次失败能够真正打垮我， 为什
么？ 照亮我前进道路并不断给我勇气去正
视失败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对揭示生命世
界奥秘的向往以及科学发现给我带来的纯
真的快乐， 而不是单纯将科学研究作为一
种谋生的职业……”

这并不是矫情， 即使在 1993年写给妻
子方萍的第一封情书中， 覃重军还在谈论
着自己的科研理想———要在某一具体学科
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就在这一年，他确立
了自己的五个梦想：要在重大基础研究、原
创技术、产业化、解决人类疾病和新理论上
有所突破。他写信给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

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坦利·科恩院士申请博
士后工作， 信中写道———就算做不出伟大
发现， 也想看看做出伟大发现的人是怎么
工作的。

在科恩门下学习时，覃重军从这位风趣
的科学家那里得知，科研有多重境界：伟大、

开创、前沿，或者混饭。他更加坚定决心，要
像科恩一样做出生命科学史上能留名的开
创性工作，更要像他的偶像巴斯德、爱因斯
坦和达尔文一样做出划时代的伟大的工作，

而不是“混饭吃”的职业工作。

“不知轻重”的疯狂举动成功了
“我刚回国时，想得更多的是产业化。”

2001年 7月， 覃重军选择了中科院分子植
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其在微生物产业化方面的特色，强烈地
吸引了他。

多拉菌素作为最好的抗寄生虫药之
一， 长期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生产并垄断

全球市场，中国使用的多拉菌素均依赖进口，

价格昂贵。2004至 2009年覃重军研究组与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发展了一系
列国际先进的关键技术， 实现了多拉菌素原
料药和制剂的工业化生产，纯度达到 97%，产
品质量部分指标甚至优于辉瑞公司产品，打
破了国外垄断。

“你还记得自己的基础研究梦想吗？”2006

年 5月，在云南玉龙雪山 4680米的山顶上，科
恩开玩笑地问起覃重军。“当然没有忘记。”覃
重军认真作答。

熟悉覃重军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在纸上写
下自己的灵感，不少想法就来自他一早一晚的
散步。似乎越低等的生物染色体就越少，可为
何酿酒酵母的染色体却有 16条之多？ 大自然
是否有点随意？这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可能
从来就不是问题，而这正是覃重军为之着迷的
地方。

2013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真核
生物酿酒酵母也许能像原核生物一样，用一条
线型染色体来装载所有遗传物质并完成正常
的细胞功能。他决定把研究对象换成真核生物
酿酒酵母，因为人类就是真核生物，和人靠得
越近，研究意义越大。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不知轻重”的疯狂
举动， 他甚至从未写过关于酿酒酵母的文章。

之前他在链霉菌领域深耕了 20多年， 首次在

粘细菌中发现质粒并建立了遗传操作系统，全
世界 20多个实验室来函索取质粒载体； 他还
对“重构简约大肠杆菌基因组”工作做了有益
探索。然而，在他看来，这些工作的技术框架都
是由国外科学家提出的，他想要做“从 0到 1”

的工作。

2000多页 A4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覃
重军的科学思考和实验设计。 大胆想象之后，

需要的是小心求证。只要一有了新思路，他都
会和组里的薛小莉研究员几次三番讨论，设计
下一步的实验方案。他经常告诉学生，要逻辑
严谨，提供最原始的实验数据。即使在实验最
紧张的时候，覃重军依然每天去散步，还重温
了最喜欢的 《爱因斯坦文集》《达尔文回忆录》

《巴斯德传》， 从中汲取灵感。2016年 10月，覃
重军团队与合作者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
体的酿酒酵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 2017年 9月。 覃重
军正准备向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投稿之际，他
偶然了解到，美国的杰夫课题组不仅做了相似
研究，7月已经向《自然》投稿。“当时我第一次
体会到手脚冰凉的感觉，后来听说他们只把 16

条染色体融合成了两条，我又活过来了。”经过
将近一年严苛的审稿，期间《自然》编辑还要求
两家课题组彼此交换手稿， 最终在 2018年 8

月 2日，这两篇论文同时刊登。

抓紧到科学前沿的前沿去
“7年前覃老师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讲了

科研的不同境界， 前几天他再次跟我提起，鼓
励我要做原创发现。”论文第一作者、博士后邵
洋洋说，受覃重军喜欢攻坚克难的影响，她也
已习惯了“不走寻常路”。

论文发表后，覃重军更加忙碌了，但只
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去散步，继续他的科研
畅想。 和过去一样， 如果连续两天没去实验
室， 他心里就会发慌。54 岁的他最近常念叨
一句话，“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要抓紧时间到科学前沿的前沿去。 眼下，他
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解决人类的某个
疾病。

“所里这么多研究组，就数我欠的人员费
最多。” 即使在覃重军科研经费最紧张的时
候，他也没花心思去“跑经费”，先是所里“赊
账”，后来中科院从先导专项里拨专款予以了
支持。

在妻子方萍眼中，覃重军依然是那个不忘
初心、怀揣科学梦想的人。他在家里有时想着
科研的事情会出神，压力大时，就听听古典音
乐看看唐诗宋词。去年，覃重军在剑桥大学特
地给“牛顿的苹果树”拍了照，那一刻，他在心
底默念着：追梦一生，只争朝夕！

从版面上发现社会“真问题”
刘宪权

上海《解放日报》与新中国同岁，而作为
忠实读者与专栏作者的我，更深知他与万千
读者同心。

我是上海的一名法学研究者与教育工
作者，我与《解放日报》之间的故事并不轰轰
烈烈，但它们却真实地存在着，如同涓涓细
水，长久以来点滴流淌在我的科研与教学过
程中。

我有一个保留多年的习惯， 那便是定
期将近日的 《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环球
时报》 所刊载的重要时事新闻从报纸上裁
剪下来收藏备用，它们是我触摸上海、中国
乃至世界的媒介， 也是我从事法学研究的
素材库。 我始终认为， 法学是一门经世致
用、致力于构建人间秩序的“治国之学”，它
要求法学研究者深刻关注国家问题、 社会
问题、现实问题。发现“真问题”并妥善解决
之，是每个法学研究者的终极目标，也是法
学家对其身处时代的历史使命。 我们可以
去哪里寻觅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
“真问题”呢？投身实践固然是一个办法，但
个人受时空的限制，无法做到事事亲历、远
近皆及， 所幸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能够成为

我们了解国事、 天下事的窗口。其
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社会问题或国
家方针政策，往往成为我的研究对
象和论文选题，乃至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的选题，因为我知道，它们都
是当下中国最亟待研究的、最真切
的现实问题。

我时常提醒青年学者， 切勿埋首故纸
堆、凭空臆想、闭门造车，却对社会的运转、

历史的规律、国家的当下与未来缺乏关心。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道出
他历经 40 年研究所下的 “最终结论”：“我
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 以避免用扼
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方式去摧毁
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
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 即我们能够经由
刻意的思考而 ‘创造人类的未来’。” 他认
为， 社会世界存在自生自发的秩序， 其乃
“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由此方
才引发真正需要解释和理解的问题。 脱离
深度的社会观察而一味作 “刻意的思考”，

不是法学研究应有的范式。 从这个意义上
说，上海的法学研究者尤其要成为《解放日

报》的读者。《解放日报》真实地记录
着上海市民的喜怒哀乐、社会变迁的
阴晴雨雪，以及这座城市领导人也在
忧心的、事关上海未来发展的大议题
真问题。作为智力贡献者，我们只有
尽可能地了解上海，才能更好地为上
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解放日报》平日所报道的社会热点、法治
新闻， 还时常被我写进刑法学课程教案里。它
们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件，远比刻意虚构出的
案例更“接地气”，更易使学生身临其境、引发
共鸣。我欣喜地看到，同学们往往能结合自身
生活体验，从某一事件之不同维度或侧面进一
步延伸问题的枝节， 乃至形成新的知识增量，

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受惠于《解放日报》，我
的教学案例从来都是常变、常新的，唯独不变
的是我尽力维系课堂内与课堂外、 个人与社
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这份关
联极其重要。我时常建议法学专业的学生多看
报，“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
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愈厚，且得有种
种之常识”（杨昌济语）。若不“忧世爱国”，我们
可能会逐渐淡忘习法的初心；而若无“种种之

常识”，我们也不可能学好法学。

在科研与教学之外，我还是一名《解放日
报》的作者。没有什么事是比将自己的所思所
悟分享给读者更能令一个作者感到满足的了。

感谢《解放日报》曾邀我开辟“法眼看社会”专
栏，多年来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法学时评，如《盗
婴医生的罪与罚》《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的体与
用》《民警摔婴案的简与繁》《错放与错判中的
司法理念》等等。除此之外，我还时不时在“思
想者”版面上发表一些自认为经过“深思”的论
文。《解放日报》在专业撰稿人与广大读者之间
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
引导民众以专业视角分析社会现象，以及传播
法治理念、弘扬制度文明的作用。《金刚经》云，

“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 所得之福德
不及“为他人说”，用世界上所有最珍贵的宝物
布施他人，所得福德仍比不上将佛法真义说与
他人听。《解放日报》及其每个撰稿人如毛泽东
同志在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愿掬至诚，以告
国人”，以至诚之心道至诚之语，担负着向国人
传播知识、思想与真理的重任，其所得福德更
是不可估量的。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覃重军在观察单染色体酵母的生长情况。 杨正行 摄

防灾应急演练
昨天，上海

“5·12” 防灾减
灾日暨百人百

场应急科普宣教互动启动仪式在宝山区大场镇商
业广场举行。现场除了高空绳索横渡、索降救援演
示外，还有专业救援人员教授群众逃生以及救援技
能。图为救援人员在演示水中救援。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