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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

先行先试 打造海洋特色国家级高新区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楚贵峰

吴立新

在 2019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主任委员会主任
吴立新提出了关于支持青岛蓝谷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的建议。3 月
13 日，
吴立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战略要地，发展海洋科技、推进
海洋经济发展，
需要打造以海洋为
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并先行先试。
“优先启动青岛蓝谷进入国
家级高新区建设，把打造以海洋
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作为试点
先行先试，我觉得非常必要且十
分急迫。”在吴立新看来，青岛蓝
谷上升为国家级高新区，需要三
方面的支持。

一是政策方面的支持。特别
是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
包括在知
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技
金融创新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二是国家在产业布局方面可给予
倾斜。比如在大数据和海洋信息、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
海洋生物等相
关产业上给予支撑。三是科技设
施的支撑。作为国家级高新区，
未
来我国在建设创新平台和设施时
可考虑向青岛蓝谷倾斜。
吴立新表示，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里，青岛值得期待的是国际
海洋科技名城建设。前期在山东
省、青岛市的大力推动下，像蓝谷
这样的高新区取得了很大发展。
同时，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也得
到了很大支持，包括全球海洋高
端人才的汇聚，一批大科学计划

的实施。
海洋的“国之重器”还包括高
端 的 研 究 平 台 ，特 别 是 在“ 十 三
五”期间，山东省青岛市加大了对
海洋科技的投入，计划新增 60 亿
元，海洋科技领域累计投资约 100
亿元。
“这样的投入，让我们在启动
大的科学计划，比如‘透明海洋’
‘蓝色药库’
‘深蓝渔业’这类对国
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紧要
的产业，起到很好的科技支撑。”
吴立新介绍说，海上试验场、超高
性能计算平台的升级改造等一系
列计划的实施及平台建设，助推
了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发展。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要把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打造成为全球领先
的海洋科技创新高地。
”

吴立新说：
“在过去的两三
年，我们打造了全世界最领先的
深远海科考船队，构建了全世界
在海洋领域最快的超算。”按照国
家规划，2021 年，我国建造的全球
第三艘大洋钻探船将下水，青岛
已被列为大洋钻探的母港。通过
这样的“大国重器”，通过青岛的
海洋科技力量，可汇聚全国乃至
全球海洋界的力量，实现人类 60
年来的伟大梦想——打穿地壳，
进入地幔。
在启动新一代海洋卫星研究
方面，吴立新表示，新一代海洋卫
星的研究将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海
洋、经略海洋提供巨大的数据支
撑。
“ 同时，我们也构建了围绕全
球海洋与气候变化的超高分辨率
的预报系统。
”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助力张家口低碳冬奥会
本报记者 何芳 秦云龙

欧阳明高

“河北张家口的风能、光伏非
常 发 达 ，在 全 球 也 有 一 定 地 位 。
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氢能源
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助力低碳
冬奥会建设，也为中国打造可再
生能源的国际品牌提供了契机。”
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
院士欧阳明高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
张家口氢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
展，欧阳明高提出了《关于加快推
进氢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打
造张家口低碳奥运城市的建议》。
他建议，国家及有关部委参

照批复设立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
范区的模式，专门配套氢能产业
扶持政策，先行示范，打造氢能张
家口，实现氢能与可再生能源协
同发展，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功经验。为此，欧阳明高
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
第一，在张家口设立氢能与
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张家口
具有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氢能
及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科研资源
与产业优势，建议国家按照建设
北京怀柔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
做法，建设类似于美国国家可再
生能源实验室的氢能与可再生能
源国家研究基地。集中建立氢
能、燃料电池、锂离子电池、光伏

电池、风电、储能综合性实验研究
基地。
第二，在张家口设立国家级
氢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孵化器。
进行小试和中试，鼓励氢能与可
再生能源领域高端技术人才携带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到
张家口有关园区创业，园区在金
融、法律、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
打造全国知名的氢能与可再生能
源企业创业服务中心。设立氢能
和燃料电池汽车产品检测认证中
心，推动相关产品的技术标准和
检测认证工作。
第三，在张家口先行先试一
批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相关改革措
施与政策。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参照电动
汽车充电桩支持政策，取消张家
口电解水制氢两部制电价基本容
量费，给予水电解制氢优惠电价，
对水电解制氢产业予以扶持。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推动张家
口液氢民用市场的开放，加快有
关制储运等关键领域标准制定，
并积极推动市场应用。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参照现行
天然气加气站的行政审批流程，
在张家口率先制定出台统一的加
氢站有关行政审批流程，明确管
理和建设审批职能部门，建立土
地性质认定、运营监管等组织管
理体系，先行先试，为全国应用推
广做好示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

完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为人才战略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鹿娟 范捷

李卫

在京转制院所约有数万名转
制前退休人员，他们大多迈入 80
岁高龄，曾为两弹一星、核潜艇及
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目前转制院所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监管的中央企业，由于转制前退
休人员的身份和所享受的事业单
位待遇政策，在推进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改革过程中，
这批老同志与完全实行北京市企
业养老保险政策退休人员，在社
保管理归属问题上存在明显差
异。
3 月 11 日，
《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
院士、钢铁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
李卫时了解到，针对这数万名转
制前退休人员的身份和待遇问

题，通过采取“老人老办法”，
“同
城同待遇”的措施让他们的晚年
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存在
一些遗留问题，表现在他们的管
理通道尚未完全理顺，国务院相
关部门对这批老同志的管理职责
不清晰、不明确，致使党和国家出
台的一些政策，特别是按照中央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政策调整基本
养老待遇时，常常出现滞后落实、
延迟兑现的情况，让转制前退休
老同志意见很大。他们强烈要求
纳入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体系，
实行统一管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2015]2 号），
2016 年国家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
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简称“央险中
心”
）。近 80 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纳入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参
加了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简称“央险”
）。李卫表
示，上述在京转制科研院所转制
前退休人员同样具备参加央险的
条件。
因此，进一步完善科研院所
转制中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关系，
为转制院所作为中央企业实施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改革奠定良好
工作基础，他建议应将在京转制
院所转制前退休人员社保关系纳
入央险中心，与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统筹管理。
他呼吁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
关政策，一方面采集申报转制前
退休人员信息，完成转制前退休
人员纳入央险中心的基础性工
作；同时，协调北京市社保，研究
制定转制前退休人员的社保关系

从北京市企业社保中心转移至央
险中心的政策和办法，为他们同
样建立央险“社保卡”。
同时建立转制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在中央财政范围内的经
费转移及专款制度，可将原拨给
科研院所支付转制前退休人员事
业费中属于政策规定的养老金费
用全部转拨给央险中心，实现转
制前退休人员纳入央险中心统一
管理、同步参加养老待遇调整工
作的目的，从而理顺他们的管理
关系。
他认为通过上述政策的调
整，将有利于实现院所转制前退
休人员与中央事业单位的退休人
员养老待遇调整政策的统一管
理、同步实施，也为中央企业实施
国有企业改革、推进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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