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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评价制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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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评价导向对科技创新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挥棒作用。文章分析了目前农业科技评价中存在的

过度量化和“四唯”导向等问题，提出要以价值创造和社会贡献为评判标准，给出了新时期农业科技评估
方式选择，建议在农业科技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结果与分析结合的评价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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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评价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管理手段和

对于考评单位来说，标准清楚，简单易行。但在

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年来，科技评

考评实践中，也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价中过度量化和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1. 1

重考核目标，轻价值贡献
论文、专利等量化考核指标往往非常明确。

项的“四唯”导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

考核中，只要论文数量、标准符合要求就可以了。

系列文件，推进科技评价改革，要求破“四唯”，

导致论文、专利等成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

建立新的评价导向[1,2]。构建什么评价方式来引导

科研活动的主要目标。至于论文会产生什么影响，

新的科技创新方向，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什么贡献，甚至是否属于本研究领域，都不关

文章在中国农业学院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思考当
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实施科研进展报告与
评价制度的构想，以此来推动科研评价向轻“量
化”、破“四唯”、重“进展”、强“实效”转变，
引导科技创新面向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农业主战场。

1

心。这就导致有些科研人员往往首先关注完成考
核量化任务，忽略对于创新工作的现实意义和社
会贡献。容易导致舍本逐末，脱离创新本源[4]。
1. 2

重论文专利，轻应用转化
相对于创新周期长的新品种选育、难以量化

的农业应用推广等类型的创新工作来说，撰写发
表论文、申请专利等创新工作周期短，容易量化，

当前农业科技评价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农业科技评价领域，特别是在各

类项目和人才评审中，论文、职称、学历、奖项
等往往都是基础门槛条件和核心评价指标，并多
[3]

也符合当前评价的主流标准。所以体现在农业科
研上就是，待在实验室做实验、写论文的越来越
多了，下地选种育种、做应用推广的少了。农业
科研重实践应用的特性，受到轻视。很多论文也
是从实验室起步，到论文发表止步，难于应用[5]。

用量化方式进行评价 。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

与国家需求脱节，与生产实际脱钩。

考核标准也以取得论文、专利、奖项等的数量和

1. 3

重当前利益，轻长期目标

等级，获得人才称号、荣誉等的数量和等级为考

当前对农业科研创新的评估一般以年为单位，

核指标和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的优点是，指标统

过于频繁，不符合农业科研创新周期长的规律。

一，标准明确，评价透明。对被评单位和个人来

在量化指标为主的评估框架下，年度评估使得科

说，考核目标非常明确，工作方向也非常清晰。

研人员为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倾向于选择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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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成果的创新工作，满足当前考核需求。不利

才能掌握发展主动权。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才能

于鼓励长期积累，持续攻关。导致一般文章多，

解决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关键问题。面向农业主

小成果多，开创性、有重大影响力和长远贡献的

战场，才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现

成果少，发展后劲不足。

实生产力。这是农业科研国家队必须遵守的核心

1. 4

方向。

重点式创新，轻协同攻关
农业生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技

2. 2

术体系来支撑产业发展。而当前的评价导向下，

以价值创造和社会贡献为评判标准
科研创新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发表论文，申

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封闭的某个点上的创新，点上

请专利。这些只是创新工作结果的表现形式，是

的突破，创新成果碎片化，零散化，孤岛化。导

确认成果归属的一种方式。作为国家支持的科研

致点和点之间的技术难以衔接，难以形成系统化

创新，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满足国家的需求，推动

的突破，对产业支撑能力减弱。

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人民福祉。要引导农业科

1. 5

技创新从单一注重科研成果本身的学术价值，到

重个人兴趣，轻国家需要
在重量化的考核指标下，科研人员更多选择

衡量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转变，以其

做自己感兴趣，又可以完成量化指标的相关工作。

对全社会的贡献大小作为价值判断和创新工作评

容易忽略国家需求、产业需要。对于大学等以自

判的标准，引导创新成果在社会、经济、文化等

由探索为主的科研力量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

各个领域发挥作用[8]。引导农业科技创新回归本

支撑国家产业发展的研究力量来说，首要的导向

源，推进农业科学发展。

应该是承担国家使命，担当产业责任，完成创新

2. 3

任务。

2

以使命任务为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设立的农业科技创新机构，国家聘

新时期科研评价体系的基本导向原则
当前通行的以“量化”为主要形式，以论文、

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员，必然有国家委托的使命
和任务。评价考核的基本内容必然首先是国家使
命和任务的完成情况，而不是自由探索成果[9]。要

专利、奖项等“硬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有

重点衡量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担当使命、履行

其优点。这也是被广泛采用的原因。实施以来确

职责、承担岗位任务等方面的情况。引导科研机

实对提高科研产出数量，特别是论文、专利等产

构和人员能够切实立足职责定位不偏离方向，创

出数量和水平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农业

新产工作能聚焦国家需求和产业需要。

科技已发展到了新阶段，国家对农业科技有新需

2. 4

以创新特点为分类依据
农业科研创新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基

求，农业科研队伍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急需肩
负新的责任和使命。在这种背景下，农业科技评

础性工作和基础前沿研究到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

价需要做出新调整、新变革，更好地引导科技创

从工程技术到信息技术，学科领域多，研究对象

新工作开展。对科研管理来说，评价体系的首要

涉及面广，创新形式多样，各有不同的创新特点

功能就是导向功能。新的科研评价体系，首先要

和创新规律。农业科技评价要遵从不同创新工作

[6]

明确以下几个需要引导的方向 。

的特点，分类考核评价，公平体现和鼓励不同形

2. 1

式的创新贡献。避免一把尺子量天下，改变引导

以“三个面向”为核心方向

在 2017 年中国农科院建院 60 周年贺信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中国农

科研人员都走上发论文的导向。
2. 5

以持续创新和重大突破为目标

业科学院要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

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加快建设世

展，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都迈上新台阶，迈入新

[7]

界一流学科和一流科研院所” 。这为新时期中国

阶段。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是在基

农科院和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指出了明确方向。面

础前沿探索、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产品创制等方

向世界科技前沿，才能掌握世界科技的最新进展，

面的重大突破，焦点是要解决“卡脖子”技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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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动抓取的指标。

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反映在评估，就是要突出

长期考核以成效判断为主，判断是否为国家、

引导针对核心前沿、关键技术和重大问题的持续

产业需求创新方向，创新成果对科学发展、经济

攻关与重大突破的创新目标导向。对于国家队来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说，更需要肩负着历史使命，明确的创新导向，

3. 3

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这类创新的评估时间尺度
相应地要拉长，不能过于频繁。

3

考评与分析相结合
当前的考评往往是重考评过程和考评结果，

忽略对考评结果的分析判断。对考评中获得好的
成绩的对象，要分析其优秀的原因，总结形成经

新时期农业科技评估方式选择

验。对考评中成绩不好的对象，也要分析其原因，

从评价的发展过程看，从定性评价的评判标

查找是否存在科研创新中必然的失败，为推进科

准模糊，太“软”容易产生圈子问题，被学界诟

技创新提供支撑。

病；到定量评价，评判标准太过具体，太“硬”，

4

导致“四唯”问题，引发学界争议。评价本身就
是管理工具，评价方式和方法需要根据管理需要，
[10]

构建新时期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基于以上原则，建议在农业科技评价中采取

不断调整适应不同阶段的管理目标和需求 。新时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结果与

期，农业科技评估方式应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

分析结合的评价制度。

础上，从定量与定性两个方面进行有机结合，并

4. 1

配套相应的措施来扬长避短。
3. 1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在评价中，经常会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以短期进展报告为主的监测指标体系
针对不同评价目的和评价对象，选取关键指

标作为监测指标，由评价对象定期提供相关指标
的进展情况，作为监测评价对象承担创新任务，

方式。关键是要根据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不同

进行创新活动的手段。监测指标指作为监测与预

优势和不足，明确定性与定量各发挥什么作用，

警的手段，不作为对创新任务成果的判断。对重

各有侧重，取长补短，相互配合，才能产生好的

大农业科技创新任务，短期进展报告周期设定应

效果。而不是简单地结合，硬性拼凑在一起。
定性评价重在把握方向，评判价值，衡量贡

不少于 1 年。
4. 2

献。在指标选择上重点围绕方向性、创新性、应
用性来进行判断。定性评价最常见的弊端，圈子，
面子。可以通过设置专家库，增加专家人数，专
家信用评价等方式来规避，消除个性化因素。
定量评价重在对数量、质量、速度、效率进

以长期成效判断为主的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尊重科研探索规律，对重大农业科技创新要
改变急于求成的观点，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在

评价上建议至少以 3 年为一个周期，由领域专家对
进展情况进行定性判断。判断依据以方向性、创

新性、应用性为标准，以推进学术进步和对国家、

行判断，并为定性评价提供佐证和参考依据。指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贡献依据。

标选择上要根据需求突出质量和效率指标，取消

4. 3

一般性指标，突出重点，引导高质量，重大影响

以农业科研特点为依据分类分策进行评价
农业科研创新链长，涉及的学科领域多，创

的产出。

新工作包含的研究类型多样，创新形式和创新产

3. 2

出成果也各不相同。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科技

短期与长期相结合
农业科研是长周期持续性创新工作，既不能

创新工作制定分类、分策、分团队、分人进行评

考核周期太短，也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将短期与

价[11]。如，对农业种质资源收集保藏，耕地质量监

长期考核结合起来。

测等类型的基础性工作，应该以高质量资源、数

短期考核以关键指标监测为主，用于监测发

据等基础性材料的获取和利用，以及提供的公共

展动态，及时发现亮点，查找问题，推进工作。

服务效果等代表性工作及成效为评价依据。对农

监测指标宜少而精。并采用信息化手段，多选择

业基因组学、农业合成生物学等基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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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高水平论文等代表性成果产出为评价依据。

指标反映的内在问题，找出成功因素和失败因素，

对栽培技术、农机装备研发等应用研究，应以重

反馈给评价对象，为做好创新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撑。

要专利和重大产品创制等标志性成果为评价依据。

科技评价制度的发展完善是伴随科技发展不

对农经政策等社科研究应以重要规律揭示、政策

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并无尽善尽美之说，任何科

建议等智力成果为评价依据。

技评价制度都会有其长处，也都会存在一些弊

4. 4

端[1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服务

以结果分析为目标的评价导向
评价的目的应该不仅是为了排出谁好谁差。

国家需求、服务科技发展的基本原则，加强对与

不管是短期监测指标还是长期定性判断指标结果，

科技发展水平相符，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

都不应作为简单的排队依据。应该充分挖掘评价

技发展的科技评价制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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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guid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quantification and "four-only" orientation in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proposed that value creation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should be used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gave the choi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new era. Finally, it recommends tha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adopt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results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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