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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的方案》，鼓励社会力量设立

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

案》，提出将重点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

制度，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

发展。 

方案提出，科技奖励制度是我国长期坚持

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党和国家激励自主创

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的

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科技支撑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和《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制

度，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

性，深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

定本方案。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应坚持

“服务国家发展、激励自主创新、突出价

值导向、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方案重点任务分为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

制度、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

和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

展三个方面。 

（一）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现行由行政部门下达推荐指标、科技人员

申请报奖、推荐单位筛选推荐的方式，实

行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关部门提名

的制度，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建立定标

定额的评审制度，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技进步奖（以下统称三大奖）一、

二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

审表决的机制。大幅减少奖励数量，三大

奖总数由不超过400项减少到不超过300

项，鼓励科技人员潜心研究。调整奖励对

象要求。三大奖奖励对象由“公民”改为

“个人”，同时调整每项获奖成果的授奖

人数和单位数要求。明晰专家评审委员会

和政府部门的职责。各级专家评审委员会

履行对候选成果（人）的科技评审职责，

对评审结果负责，充分发挥同行专家独立

评审的作用。政府部门负责制定规则、标

准和程序，履行对评审活动的组织、服务

和监督职能。增强奖励活动的公开透明

度，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建立

科技奖励工作后评估制度。健全科技奖励

诚信制度。严惩学术不端。对重复报奖、

拼凑“包装”、请托游说评委、跑奖要奖

等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对造假、剽窃、侵

占他人成果等行为“零容忍”，已授奖的

撤销奖励；对违反学术道德、评审不公、

行为失信的专家，取消评委资格。强化奖

励的荣誉性。禁止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国家

科学技术奖名义进行各类营销、宣传等活

动。 

（二）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

展。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

单列市人民政府可单独设立一项）、国务

院有关部门根据国防、国家安全的特殊情

况可设立部级科学技术奖。国务院其他部

门、省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省级以下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列入公务

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不得设立由财政出

资的科学技术奖。 

（三）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

康发展。坚持公益化、非营利性原则，引

导社会力量设立目标定位准确、专业特色

鲜明、遵守国家法规、维护国家安全、严

格自律管理的科技奖项，在奖励活动中不

得收取任何费用。对于具备一定资金实力

和组织保障的奖励，鼓励向国际化方向发

展，逐步培育若干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知名奖项。 

研究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学术团体、行业

协会、企业、基金会及个人等各种社会力

量设立科学技术奖，鼓励民间资金支持科

技奖励活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逐步构

建信息公开、行业自律、政府指导、第三

方评价、社会监督的有效模式，提升社会

力量科技奖励的整体实力和社会美誉度。 

方案分别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实施进行

了部署。<<more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9/content_5201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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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培训 2017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

@  论文奖初评 北京

6月4日，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的初评会议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举行。本活动由学会和金经昌城市规划

教育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联合主

办，旨在推动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更好地弘扬金经昌先生严谨治学、教书育

人、奖掖后者的精神，邀请了《城市规划

学刊》、《城市规划》、《国际城市规

划》、《现代城市研究》、《城市发展研

究》和《上海城市规划》6家在国内城市规

划研究领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学术期刊共同参与。各家被邀期刊分别从

2016年度发表论文中推荐出一定数量的高

质量论文作为候选论文参与评选，共计40

篇。  

优秀论文评选的标准主要是：选题有新

意，内容及观点有创新性，且论据充分，

论证合理，结论明确；以城市规划学科的

理论和实践为主体，鼓励与其他相邻学科

交叉，但仍应回归城市规划的范畴；论文

格式规范、逻辑严密、结构清晰、文字表

达流畅。 

来自国内城市规划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组

成初评委员会，对候选论文进行了认真的

评议。同济大学吴志强副校长、学会石楠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到会致辞并鼓励。

同济大学伍江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彭震伟书记到会看望了评审专家。金经

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的代表黄建中副教授

主持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并依据打分投

票结果，评委会从候选论文中推选出21篇

作为获奖候选论文，进入下一轮的评选，

另有9篇获得提名。最终的获奖结果预计9

月揭晓，并将在同济大学举行颁奖，各参

评杂志届时将刊登评选结果。 

第三届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

@  工作营 北京

6月18日，第三期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

建设工作营开班，本期工作营为期6天，围

绕“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低碳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低碳城市规划交通、

城市‘双修’”等内容，通过课堂培训、

专业考察、案例解剖、互动交流等形式开

展脱产培训，旨在提升一线城市规划技术

人员与高校青年教师的低碳生态规划能

力。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营由中国

低碳生态城市大学联盟、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能源基金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

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

举办。本届工作营的 24 位学员主要来自

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技术骨干，各城市规

划管理部门、国家级综合试验区规划建设

管理机构技术骨干，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大

学联盟高校的青年教师。学员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会员优先，要求必须有低碳生态规

划相关项目经验。工作营不向学员收取任

何费用，学会承担相关费用。 

6 月 18 日的开班仪式上，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石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

书记张悦、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任

王志高分别致辞。 

随后进入课堂培训环节，学会副理事长张

泉围绕“低碳城市规划概述”为学员们介

绍了低碳发展涉及的领域及城乡规划的低

碳生态责任，梳理了与低碳城乡生态规划

相关的自然、经济、社会、空间等领域中

的理论及技术方法，他特别强调，要警惕

低碳生态陷阱，必须掌握低碳核心技术和

自主知识产权，应当重视生活方式和行为

习惯的低碳生态。 

学会常务理事、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毛其智教授以 “‘人居三’与

《新城市议程》”为题，将国际发展理念

带给学员。他总结道，我们现在形成的基

本认识是人居环境科学是 21 世纪城市发

现与城乡规划的基础理论；美好人居环境

建设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建设过程，也

是文化建设过程。他指出，城乡统筹与城

乡整体规划建设管理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可

持续性发展的两大主题。 

学会副理事长尹稚教授为工作营学员们作

了题为“走向低碳——设计结合自然，设

计为人服务”的专题培训。在谈到低碳能

源供给时他指出，需要因地制宜，要根据

自然条件、政策导向、建筑功能等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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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组织 

行分析，不能“拍脑子”决定。 

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炜教授作了题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

城市低碳交通规划”的专题培训。他指

出，影响城市交通系统碳排放的因素与影

响城市道路通行效率的因素几乎相同，缓

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策略就是减少城市交通

系统碳排放的策略。他指出，中国城市交

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城际交通快、城市

交通拥堵、地上车堵人不堵、地下人堵车

不堵”。 

学会常务理事杨保军院长作了题为“双修

让城市更美好”的专题培训。他认为，做

“城市双修”要转变五个观念：一是生态

思维重于景观思维，二是民生取向重于形

象取向，三是系统整体重于片段局部，四

是地方特色重于国际风尚，五是规范精细

管理重于随意粗放。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需要“内外兼修”，既是物质空间环境的

修复修补，也是软环境（社会文化行政）

的修补。城市扩张是有极限的，更新是无

止境的。 

学会理事谭纵波教授作了题为“低碳理念

下城市规划可能性再思考”的专题培训。

他认为，在谈论低碳、碳排放等问题时，

一定要有中国视角。城市规划方面有很多

可能，但是必须意识到局限性，不能“跑

的太快”。他谈到了低碳城市规划的态

度，一是要作为可持续城市发展中的低碳

要素来对待，二是作为城市复杂系统中的

约束项，三是要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有

选择地行动。归纳起来就是“别被忽悠、

自主选择”。 

课堂培训过后，学员们对北京长辛店生态

城和北京未来科技城进行了实地调研。24

位学员结合学习内容及工作实践，就排

水、地源热泵、室内通风、屋顶绿化、生

态水沟、地下综合管廊等问题与基地管理

人员及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分享。 

最后进入讨论课环节，学员们分成三个小

组，互相介绍参与过的低碳生态实践项

目，并结合几天以来学习的内容对项目提

出改进思路。小组讨论分别由谭纵波、张

悦、邹涛三位老师组织进行交流。 

工作营的最后一天，每组推选出两位学员

将讨论成果向全体学员及专家们进行汇

报。学会石楠副理事长、毛其智教授、张

悦教授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

术创新中心副主任邹涛对汇报进行了现场

点评。精彩的分享引发了学员和点评老师

们关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政策、技术、

公众参与等层面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交

流结束后，专家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到此本次工作营圆满结束。通过本次工作

营，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规划从

业人员的沟通交流，期待学员们将收获运

用到生态规划实践中。<<more 

首届“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

赛”终评会议@北京 

5月20日，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与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首届“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

赛”终评会议于北京举行。此次大赛旨在

推动我国规划行业对于城市量化研究工作

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应用。 

学会副理事长、北规院院长施卫良代表北

规院与学会致欢迎词。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福州大

学、中科院地理所、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以及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爱荷华州立大

学、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南京大学、苏州

大学、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北

京舜土规划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城垣数字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19位参赛选手

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数据说明、模型

算法、实践案例以及研究总结六个方面对

参赛作品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成果汇报和系

统演示，并接受评审质询。来自国内外城

市量化研究及相关领域的10位专家从提交

成果的完整性、模型方法的创新性、系统

工具的可操作性、规划模型的实用性等四

个方面对本次大赛入围项目进行严格评

审。 

大赛评审以开放的形式进行，入围选手全

程聆听与会选手的项目介绍与专家质询，

保证了评审的公开公正，也为大家创造了

宝贵的学习机会。专家们认为本次大赛的

成功举办，极大地调动了行业学者的积极

性，对我国城乡规划量化研究工作的深入

探索与实践应用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成

立暨学术研讨会@广州 

6 月 10 日，来自北京、香港、广东、福

建、浙江、湖北、云南、山东、辽宁、吉

林、内蒙等 10 余省份，6 家规划管理部

门、16 家规划设计单位、8 家规划编制研

究中心、12 所高校、2 家出版社共 44 家

单位的近 200 位会议代表齐聚广州，参加

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学术研讨会，热议“国家治理现代化下

的法定规划”。 

学会正式成立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

（以下简称“控规学委会”），旨在紧密

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发展实

际，汇聚各方力量，围绕控制性详细规划

研究、编制、管理等方面开展理论和实践

领域的学术活动，为实现推进国家新型城

镇化工作、发展城乡规划事业、完善城乡

规划学科建设、提升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学委会挂靠广州市城

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吕传廷任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有：王晓东、刘奇志、黄

贤金、戴晴；王峰任秘书长，副秘书长

有：杨明、许骏；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为

序）：王引、王鹰翅、文超祥、方飞、田

莉、汤海孺、李卫东、李永洁、吴明场、

何艳玲、宋军、张晓云、张海兰、张超

林、周劲、周剑云、郑晓华、胡忆东、黄

明华、盛长元、温春阳、廖绮晶。  

开幕式上，学会理事长孙安军、广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蔡瀛、广州市国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467&idx=1&sn=2a8cf4641d230b37ea77972cdfaf1779&chksm=877f3a7eb008b3689c1137a0213192c3a220abeaf9f9f7d1694400056099647e7b6601c6e5b3&mpshare=1&scene=1&srcid=0626RVLg1gPCi1hqGpYmZFM3&pass_ticket=y6HXAuaaLjyFkBppyADITAm1UnmjcZp5iP1aORJfJhr%2F6UveQzbkgiGKkVX7B89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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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规划委员会主任彭高峰到会祝贺并

致辞，学会副理事长尹稚主持开幕仪式。 

随后，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法定规

划”，控规学委会主任委员、广州市城市

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吕传廷主任，学委会委

员、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李永洁总规

划师，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晓东副院长，香港大学

凌嘉勤教授，学委会委员、中山大学何艳

玲教授，学委会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王引总规划师，学委会委员、华

南理工大学周剑云教授，学委会副主任委

员、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刘奇志副局

长和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地理与

海洋科学学院黄贤金副院长共 9 位专家学

者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涉及控制性详细

规划在国家空间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改

革思路、刚性与弹性、总-控联动等内容。

专家们提出，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

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

探索城市规划工作新的改革和实践指明了

方向。要明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法定

规划的关系，提升法定规划的科学性和前

瞻性，促进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化、法制

化、规范化。<<more 

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上海 

6 月 9-10 日，2017 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

年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学

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主办、同济大

学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 1500

余名代表与会，聚焦“交叉创新与转型重

构”主题，共同探讨国家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战略下，中国城市交通未来发展方向

与路径。学会副理事长张泉、学委会秘书

长殷广涛、同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方守

恩为大会开幕式致辞。 

9 日上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

楠应邀作“包容性发展：《新城市议程》

的启发”的主旨报告。石楠指出，包容性

发展的本质是“对人的关注”，要建立人

人共享的城市。针对《新城市议程》，他

提出六点启示：一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呼唤

包容性发展，二是必须改变我国城镇化的

模式，三是要重新认识新时期城市的价

值，四是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五是要重

新认识城市规划，六是做好城市规划要坚

持人民性。石楠最后强调，要以人为本，

以“人民的名义”做好城市规划。学会副

理事长，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围绕

“城市有机更新”作报告时指出，城市更

新是城市永恒的主题，中国近 30 年摧枯

拉朽式的旧城改造运动必须尽早结束，城

市改造要尽快进入有机更新的正常轨道。 

会议共召开了 16 场学术论坛，其中 6 场

专题论坛重点研讨区域与城市交通规划、

交通大数据决策等内容；8 个特别论坛以

“交通+X”交叉创新为出发点，从社会、

经济、空间、设计、互联、风险、环境、

“一带一路”八个跨领域角度畅谈交通与

多元发展的关系；2 个 自由论坛分别为中

学生论坛和高校论坛，共有 88 位专家学

者作学术演讲并参与互动讨论。<<more 

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长沙 

6 月 10-11 日，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

员会在长沙召开年会，主题为“山地城镇

‘双修’与品质提升”，研讨山地城镇修

复、生态修补与品质提升，来自全国各地

的 400 余人参会。 

工作会议上，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石楠秘

书长对学委会的工作表示肯定。学会副理

事长、学委会主任委员赵万民教授代表学

委会做 2017 年工作报告，各委员对 2017

年工作重点开展热烈讨论。学术研讨会

上，学会副理事长赵万民、学委会副主任

委员毛其智教授、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杨贵

庆教授、学委会委员袁牧副院长、委员肖

勇院长等分别作报告。多位委员专家们在

“山地城镇‘双修’与品质提升的理论与

实践探讨”和“湖南省山地城镇规划建设

管理的经验与总结”两个自由论坛上展开

了热烈交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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