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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科技平台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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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layout of national TC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the policy
requirement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weak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scattered resources, inadequate openness and coordination, and lagg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system, we should
plan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ptimize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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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国家中医药科技平台布局以及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要求，就中医药科技平台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科研平台内部组织活力不强、资源分散、开放协同不
足、管理制度滞后等问题，提出了统筹规划平台建设、优化科研环境、提升科技管理服务水平、创
新管理制度、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等对策，旨在加快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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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一流”建设的精要在于学科建设和人才

建设专项规划》中确定了国家今后取消批复新建国家

培养，二者的主要实践路径即教学与科

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认证。与此同

研的统一。科技平台建设是实现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统

时，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将
“动态调整、有序进出”

一性的主要载体及阵地，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

作为重点科技平台考核机制，有序推进并实施末位淘

要环节，也是高校在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中的关

汰制。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层面的科技平台将维持

键所在 [1]。中医药科技平台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了中

在相对稳定数量内，各高校竞争态势将愈演愈烈。对

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和中医药学科发展的竞争力。

照现有国家部委的科技平台布局发现，中医药领域相

1 中医药科技平台建设发展的主要困境
1.1 国家战略布局体系空间紧缩，高校间竞争激烈
《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

关的国家部委等科技平台大多集中于天然药物化学、
活性组分、药效、中药制剂、民族药物、方剂、中医
内科、针灸等。中医药院校科技平台提档升级、建设
发展过程中面临极为严苛的院校外部竞争力，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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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及对策·
新动力不仅面临从人才孤岛到人才集群的转变，更面
临从资源驱动到人才驱动的转变[2]，单纯通过校内科
技资源配置来驱动高质量科技成果产出必将受限。
1.2 院校科研组织形式单一，优势科技资源聚合度低

拢，向协同增效进发[6]。

2 构建中医药科技平台建设体系策略
2.1 眼光向外、借力协同，搭建基于平台的创新共同体

当前，随着科学研究日趋综合性与复杂性，大多

以国家布局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省部共建协同

数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交叉、团队间协

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同攻关。然而大部分中医药院校现有科研组织仍停留

等为切入点，建立“政策特区”，在保持现有特色与

于传统的“校—院—系”单线性的组织管理模式，缺

优势领域正常发展之前，整合现有资源，重点打造强

乏学科间、团队间深度融合，校内外优势科技资源极

势或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平台，助推其尽快跻身

少统筹协调、系统整合[3]。甚至同一学科下科技平台

“国家队”；注重中西会通，加强校际-校院-学院间

（团队）都很难通过整合其优势科技资源、聚合成研

开放协同，培育交叉研究方向；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

究目标一致的高水平科技平台（团队）。因此在一定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围绕中医药智能制造、中医药学

程度上严重制约着重大科研项目的获取以及重大成果

与材料学、中医药与自动化控制、中医药与云计算和

的产出。另外，高校现有科技资源严重急缺，且长期

大数据等前瞻性研究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医工结合新

处于学院的割据状态，但是却存在“凡事都要有所为、

模式，拓展和培育新的科技增长点。进一步优化科技

凡是都要好为之”，造成力量分散，无法聚力办“大

平台管理服务效能，着力引入外部科技资源与本校优

事”，更不可能“修炼”自身的“真本领”
。比如，部

势学科、平台进行深度融合[7]，为平台间实质性合作

分中医药院校重点科技平台实际面积达不到主管部门

开拓渠道、搭接桥梁。中医药院校在提升中医药基础

要求；科技平台建设经常存在“一套人马，多块牌子”

研究的同时，更要充分与附属医院、药企优势科技资

的现象，虽然凸显了科技平台建设水平，但往往会导

源相结合，推动各附属医院科研联盟，产业技术联

致平台研究方向过于分散，难以深度聚焦。单线性科

盟，整合集群优势，加强开放协同力度，科技资源共

研组织模式多表现为自由探索、自我约束和各自为阵

享、人才互聘，营造浓厚的科研文化氛围，推动共建

的形式，在人才要素驱动下，科技平台可能会在创新

转化医学研究平台，提升高校中医药临床诊疗、研究

能力建设方面取得进步，却较难形成“标杆”[4]。此

和服务水平。开拓国际视野，在中医药全球化推广的

外，还会导致中医药院校与日俱增的科技体量与科技

前提下，引聚国外科技创新力量和学术资源，在交叉

资源长期割据陷入死循环，而这种模式也将无法满足

学科研究领域孵育中医药国际合作研究平台[8]。

当前科技创新新趋势、新发展和新要求，也终将难以

2.2 有的放矢、精准发力，构建有组织的科技平台体系

支撑中医药院校“双一流”建设的目标。
1.3 科技平台开放协同效能低下，体制机制供给失调

本着“保重点、补短板，分类支持、注重绩效”
的原则，以优势学科群建设为磁场，加快推进以高校

2018年7月， 国 家 层 面 相 继 发 布 了《 国 务 院 关

现有高水平、高质量科技平台为轴承，相关有特色、

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与

有关联的省部级科技平台（实验室）为辐条的优势科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

技平台群建设。在科技平台实体化、规范化建设发展

见》。随后江苏省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的基础上，协同学科资源与平台资源的布局和融合，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改革措施和政

积极构建虚实体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平台模式，稳步推

策，这意味着从上到下的新一轮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

动“自由探索式科研”向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

革浪潮席卷而来，同时也为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展前沿的“有序组织型科研”转变，突显学科建设的

目标和方向指明了道路。科技评价机制是高校开展科

“集群效应”与“共振效应”，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才

技工作最根本的抓手，也是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

培育形成合力，推动科技平台建设发展[9]。

力的最根本的依据，然而当前大多数高校科技评价机

2.3 革新制度、净化环境，打造卓越品质的科学家精神

制仍长期停留在老套的体制机制下，如果没有壮士断

中医药院校应加快对制约科技创新动力和活力的

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将会直接影响高校科技创新动

制度的“破、立、改”，建立健全科技平台的组织保

力、科技项目执行力、科技成果转化力等[5]。纵观部

障机制，切实发挥政策制度要素在提升科技平台创新

分中医药院校现有政策制度，尤其是在职称评定、绩

效能方面的首要作用；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能力和

效考核、资源配置等方面趋于保守，缺乏有效激励

成果产出质量为导向”的学术（科技）资源配置与激

措施。而科技体制机制供给上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

励措施，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和合理性；大胆推进人

新，将难以有序推进科技平台建设发展向国家需求靠

才引育、绩效评价、成果贡献等体制机制改革；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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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科学研究规律，注重医教研融合，坚守科研诚

要组成部分[14]，不仅承担着高校科研的重任，也是学

信，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造就求实创新，追求

校组建科研团队、培养高端人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

卓越品质的科学家精神，引领形成求真务实的科学文

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发

化氛围；积极为科研人员创造健康、规范、宽松、向

展的“加速器”[15]。面对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上的学术环境，不断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10]。

和“双一流”建设的战略要求，中医药院校应充分把

2.4 优化流程、提升服务，引入智慧化、集约化管理

握时代方位，坚守时代使命，通过构建完善能够适应

新理念

新时代新挑战的中医药科技平台建设体系，进而为提

中医药院校应构建个性化科研管理服务体系，极

升中医药院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中医药高层次人

力打造高质量引智、沟通、合作的服务平台，促进科

才，服务区域经济以及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

研与学科对接，科研与产业对接，科研与国家需求对

力的支撑。

接。做好“牵线服务”和“织网监督”双环管理，即
牵好“信息线”
“组织线”
“人才线”等开放环，织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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