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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是目前备受科技界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资助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更换单位者的多角度分析,探讨我国目前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现

状,总结流动特点,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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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是未来的希望.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今天,科技人才作为第一资

源的作用日益凸显,全社会爱才敬才识才用才蔚然

成风.随着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视程

度的提高,高层次科技人才更换单位、多点择业渐

成常态,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人才流动,有
序则有利于人才结构的优化配置,无序则有可能引

发科技竞争力的此消彼长、重复浪费.为此,全面

掌握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情况,加强对整体形势

的分析研判,进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指导政策,将
对我国科技人才培养和科技实力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众多学者针对科技人才流动开展了多方

位研究.王舜淋等[１]利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了知识

性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自组织形成条

件,并在协同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由决策主

体、资源、技术、信息、政策、社会文化六大子系统知

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模型.郭洪

林等[２]基于中央组织、人事和教育主管部门联合实

施的２０１３年我国高校高端人才流动调查报告(结
果),研究了影响高校人才流动决策和流动次数的原

因.胡瑞卿等[３]以科技人才流出单位为对象,对科

技人才流动因素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探
讨了外部和内部环境因素和科技人才自身因素对

人才流动的影响,为合理使用人才、促进科技人才

管理提供依据.张汉宏[４]以北京地区高校为例,探
讨了高等学校人才流动现状以及实现人才合理流

动的措施.吴娜等[５]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产

业集群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吸

引与排斥影响,发现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

展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

建议.
本文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

基金)获资助者为例,通过对其中更换工作单位者从

数量、地域、主管部门、领域等维度的综合分析,探讨

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现状,针对可能存在的

问题提出加强人才有序流动的建议.

１　杰青基金概况

杰青基金设立于１９９４年,是经时任总理李鹏同

志批准设立、用于培养造就拔尖人才的专项基金.
该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

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

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

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该项目要求申请人年龄不超

过４５周岁,资助期限５年,每年固定资助２００项.
评审中重点考察申请人已取得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

价值,同时也考察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和

研究内容.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资助３９９５项,费用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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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５亿元(２０１５年以后为直接费用).其中,２０１８
年资助１９９项,直接费用６８２８５万元,资助强度３５０
万元/项(数学和管理２４５万元/项).

杰青基金实施２０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资助成

绩,一是遴选并培育了一批领军人才,促进我国基础

研究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二是推动学科繁荣发展,
促进我国学科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三是获资助者不

断取得创新成果,推动我国科技资助创新水平不断

提升;四是有效解决了国家战略发展和现实需求中

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６].据统计,２０００年以后当选的６０岁以下中

科院院士中,获该项目资助者占到６８．９％;在目前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成果中,由获该项目资助者主

持或参与的达５２３项,占比８０．６％.可以说,杰青

基金在培育优秀科研人才、提升我国科技水平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绩,其获资助者是我国高层次科技人

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流动情况

考虑到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获批时间较

短,更换工作单位数量极少,不具有统计意义,因此

文章以２０１７年以前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为分析对象.
经统计,在２０１７年以前(含)的３７９６名杰青基金获

资助者中,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份有５６７人的工作单位

发生了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２．１　按入选年度分布情况

表１、图１为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

年度分布情况.由于存在时间的累积效应,因此各

年度获资助者中更换单位人员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其中１９９５年获资助者中更换单位人员占比最高为

２７．３８％,２００５ 年入选者中更换单位人数最多为

３８人.

表１　各年度获资助者更换单位情况

入选

年份

更换

单位

人数

更换单位

人数占该

年度入选

人数占比

入选

年份

更换

单位

人数

更换单位

人数占该

年度入选

人数占比

１９９４ １１ ２２．４５％ ２００６ ３２ １８．８２％

１９９５ １４ １７．２８％ ２００７ ２９ １６．１１％

１９９６ ２３ ２７．３８％ ２００８ ３２ １７．７８％

１９９７ ２３ ２０．５４％ ２００９ ３５ １９．５５％

１９９８ ２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７ １３．６４％

１９９９ ２４ １８．０５％ ２０１１ ３１ １５．６６％

２０００ ３２ ２１．１９％ ２０１２ １８ ９．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０ ５．０５％

２００２ ３５ ２１．８８％ ２０１４ １０ ５．０５％

２００３ ２９ １８．２４％ ２０１５ １８ ９．０９％

２００４ ３４ ２１．６６％ ２０１６ ７ ３．５４％

２００５ ３８ ２２．３５％ ２０１７ １ ０．５１％

表２　各领域更换单位人员统计情况

领域
更换单

位人数

入选

总人数

更换单位

人员占比

数理科学领域 ８７ ５６２ １５．４８％
化学科学领域 ６４ ５４１ １１．８３％
生命科学领域 １０７ ６２３ １７．１７％
地球科学领域 ８３ ３９５ ２１．０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 ７９ ６７２ １１．７６％
信息科学领域 ６３ ４５２ １３．９４％
管理科学领域 ２２ １１８ １８．６４％
医学科学领域 ６２ ４３３ １４．３２％

２．２　领域分布情况

表２为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领域分

布情况.生命科学领域更换单位人数最多,为１０７
人,地球科学领域更换单位人数占比最高达２１．０１％.

图１　各年度获资助者更换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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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地域分布情况

表３为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地域分

布情况.在更换单位的人员中,北京流出人数最多,
为１９２人,尽管流入人数也是最多,但相比之下净流

出人数仍达２９人.广东和上海净流入人数最多,分
别为３９人和１５人,天津和浙江紧随其后,均为１０
人.杰青基金获资助者除了在国内流动之外,还有

６人到海外工作.

２．４　主管部门分布情况

表４为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所属单

位主管部门分布情况.中科院所属单位净流出人数

最多,为１８８人,地方所属单位净流入人数最多,为

１０８人.

２．５　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表５为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所属单

位性质分布情况.科研机构净流出人数最多,为

１８９人,高等院校净流入人数最多,为１７９人.除了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流动外,还有部分人员

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

２．６　性别分布情况

３４５３名男性获资助者中有５２７人更换单位,占
比１５．２６％.３４３名女性获资助者有４０人更换单

位,占比１１．６６％.

３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流动特征

３．１　整体上呈现出有序合理流动的态势

在３７９６名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中,更换单位人员

占比１４．９４％,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这表明杰青

基金获资助者在更换单位中整体上呈现出健康、理
性的态度,这有利于我国科技人才分布在整体平稳

前提下的优化整合.科研人员可以寻找更适合的研

究团队、更融洽的研究氛围、更有力的支持条件,开
展深入的创新研究,产出更多成果.同时,也可以发

挥自身优势带动某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在培育优势

学科、突破关键技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３．２　有向东南地区集聚的趋势

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省份杰青基

金人数全部呈现净流入态势,流入总数达７０人.相

较之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重庆、贵州、新疆等

西部省份全部呈现净流出态势,总数３１人;辽宁、吉
林、黑龙江等东三省流出人数也有２２人.这表明,
高层次人才到经济更发达、支持条件更完备的东南

地区工作仍然是目前人才流动的主流趋势,经济、地
域优势更容易转换为人才优势.

３．３　高等院校人才输入明显

从前述统计来看,在更换单位的杰青基金获资

助者中,到高等院校工作的人数远多于到科研机构

工作的人数.可能的原因在于,高等院校在条件支

撑、科研平台、人员配备等方面能提供更大力度支

持,同时在薪酬、福利待遇等方面也更具吸引力.

４　政策建议

４．１　避免杰青基金等人才项目的头衔化、荣誉化

凭借科学精准的定位和公平公正的遴选,杰青

基金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发挥出了越来越大的作

用,在科技界赢得了良好声誉.尽管它不是头衔,也

表３　更换单位人员地域分布情况

省份
流出

人数

流入

人数

净流入

人数
省份

流出

人数

流入

人数

净流入

人数

北京 １９２ １６３ －２９ 甘肃 １１ ２ －９
上海 ７４ ８９ １５ 黑龙江 １０ ８ －２
广东 ３９ ７８ ３９ 福建 ９ １３ ４
江苏 ３７ ３９ ２ 云南 ６ ４ －２
湖北 ２９ ２４ －５ 重庆 ６ ５ －１
吉林 ２０ ４ －１６ 河北 ５ ２ －３
辽宁 ２０ １６ －４ 贵州 ４ １ －３
陕西 １６ ７ －９ 河南 ４ ８ ４
浙江 １６ ２６ １０ 山西 ２ １ －１
安徽 １５ １２ －３ 广西 １ ３ ２
山东 １４ １４ ０ 新疆 １ ０ －１
湖南 １２ ７ －５ 海南 ０ ２ ２
四川 １２ ６ －６ 江西 ０ ５ ５
天津 １２ ２２ １０ 海外 ０ ６ ６

表４　更换单位人员主管部门分布情况

主管部门 流出人数 流入人数 净流入人数

教育部　 ２２６ ２７７ 　５１

中科院　 ２４０ ５２ －１８８

其他部委 ５０ ７２ ２２

地方　　 ５１ １５９ １０８

其他　　 ０ ７ ７

表５　更换单位人员在各性质单位间流动情况

单位性质 流出人数 流入人数 净流入

高等院校 ３０５ ４８４ 　１７９

科研机构 ２６２ ７３ －１８９

企业　　 ０ ３ ３

政府部门 ０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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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荣誉称号,但许多单位在一些评比、考核中还是

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将能否获得杰青基金资

助与薪酬待遇、资源分配直接挂钩,获得数量的多少

直接影响单位的考核结果.这种使用中的异化导致

许多单位“挖人”专挖杰青基金这样的人才项目获资

助者,造成一定程度上人才的无序流动.２０１８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呼
吁正确看待杰青基金,使其回归项目本质.广大人

才培养和使用单位要切断杰青基金与薪酬待遇之间

的直接联系,鼓励人才的正常流动,避免无序竞争.
４．２　进一步优化高层次人才的结构分布

随着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基金)、“千人

计划”青年项目等人才计划(项目)的深入实施,我国

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杰青基金等人才项目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资助率已降到

７％以下.为此,应适时增加杰青基金资助规模,以
满足高层次人才的资助需求.同时,在杰青基金等

人才项目遴选中,要强调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女性

科研人员、来自西部小单位科研人员、更年轻科研人

员,以进一步提高女性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提升西

部地区的基础研究和人才集聚水平、培养更富创新

能力的青年学者.同时,还应加强对从事冷门研究

科研人员的关注,不断增强杰青基金人才培养的功

能完整性,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４．３　进一步优化杰青基金等人才项目的评价管理

机制

　　对于杰青基金等人才项目,评审时既要评价申请

人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也要充分考

察申请人未来的发展潜力,两方面要统筹并重,不能

厚此薄彼.过分强调过去的成果可能加重杰青基金

“荣誉化”“奖励化”的趋势,而过分强调未来的潜力又

与杰青基金资助对象所处学术层次和发展阶段不符,
这都会影响杰青基金遴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项目

管理中要贯彻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简化中期检

查、结题验收等环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扩大科研自

主权.通过这些举措,不断提高杰青基金实施水平,
为获资助者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创造良好条件.
４．４　不断优化高层次人才成长环境

要针对目前科技界反映强烈的“人才叠冠”、重
复资助等问题开展深入调研,理顺杰青基金、优青基

金等人才计划(项目)间的关系,积极研究制定避免

同一层次人才计划(项目)重复交叉资助同一科研人

员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的整体配置效

率,从制度上避免对于“人才头衔”的无序竞争,切实

营造健康有序的科研生态.同时,要加大对于符合

科研规律的人才资助需求的支持力度,通过不同阶

段、不同层次人才计划(项目)的接续资助,为创新人

才成长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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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flowofhighＧleve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talentsinChina:
takingthesponserof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asexample

GaoZhenyu　　ChenZhong　　WangChangrui　　LiuYihong
(BureauofPlanning,NationalNature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Abstract　Atpresent,theflowofhighＧleve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talentshasattractedmuchattention
from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ircles．TakingtherecipientsoftheNationalOutstanding Youth
ScienceFund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discussesthecurrentsituationoftheflowofhighＧlevel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talentsinChina,summariz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flow,andthenputs
forwardsomepertinent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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