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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曾霖霏 张媛

近期，湖南省科技厅网站上发布
关于201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验收
消息，对于专项结余资金，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予以回收，并下发了收缴通
知单。 我省对科技项目结余资金回
收，这是头一回。

今年以来，在我省科技计划监督
管理史上，出现了诸多第一次。 第一
次增加科技创新点查重和社会信用
审查；第一次提出重大专项暂缓滚动
支持经费的意见；第一次终止实施逾
期未验收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同时
对财政资金进行追缴……

这些“第一次”透露的深意是什
么？省科技厅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先民
说：“按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
科技部门就是要关口前移， 加强事
中、 事后的监督检查和责任倒查，逐
步实现‘财政科技资金流到哪里，监
督和评估就到哪里’， 当好财政科技
资金的守护神。 ”

科技计划立项既要看
创新又要查信用

2006年开始设立的省科技重大
专项， 是我省科技计划的“第一方

阵”。 按照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
的省重点研发计划， 则是从2016年
启动的。 这两大类专项在今年立项
时，不仅首次试行技术创新查重，而
且首次对拟立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
社会信用审查。

通俗地说，科技创新查重就是看
科技创新点有没有新颖性。依托的中
介机构是国家一级综合性查新机构
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他们以文献
检索和情报调研的科技查新方式进
行审查，具备客观性和公正性强的特
点。 根据今年试点情况，科技创新查
重将逐步推广到其他研发类项目。

社会信用审查则是杜绝或限制
失信行为主体即所谓“老赖”参与实
施科研项目。审查依托的是省级社会
信用交换共享平台，对拟立项项目承
担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在法院、教育、工商、税务、安监、质
监、环保、银行等社会领域信用状态
进行查询。 近期审查的200余项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
5个单位全部取消了承担资格。

3个“三低”科技重大专
项被暂缓支持

科技项目立项后， 实施得怎样？
就要进行绩效评估。 以往，科技财政

管理部门根据统一部署开展资金绩
效评价，评价指标不完全符合科研活
动规律、经费使用评价与绩效管理结
合不紧密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投入重金扶持的省科技重大专
项，再度成为改革先锋。 省科技厅充
分利用项目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完善
评估指标，让绩效评估结果“说话”。
今年开展的17个接受中期评估的省
科技重大专项中， 其中3个涉及财政
资金使用率低、 自筹资金到位率低、
项目执行进度及目标实现率低的“三
低”项目，被暂缓拨付资金。

为确保绩效评审的合理性，经与
相关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今年不
再对省自科基金中量大面广的面上
和青年项目、拨付资金到位不足半年
的项目进行现场绩效评价，并突出评
价指标的绩效导向分值设置。

项目出现9类情况强制
实施终止

按照合同要求，项目实施期满需
要结题验收。 今年，省科技厅首次终
止实施35个逾期未验收项目， 并以
印发通知和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方
式予以公开，对其中的9个项目还首
次委托厅法律顾问以法律渠道进行
资金追缴，为有效保证财政资金使用

安全探索了一条新途径。目前，2个项
目承担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积极予以
反馈，其他将按程序纳入“黑名单”管
理。

针对“重立项、轻管理”的现象，
近几年省科技厅在项目管理过程中
有针对性进行了重点纠治，但是部分
“十二五”期间立项项目因研究失败、
实施单位发生重大变故等原因致使
长期未办理结题验收。 为此，省科技
厅研究制定了《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动态调整工作规程》， 对立项阶段存
有违规违纪问题、未按规定提交及签
订合同书、 项目执行进度严重滞后、
违规使用财政专项资金、不配合监督
管理、 逾期不验收等9类情形强制实
施终止，并向社会公开。

对财政科技资金的守护，将越来
越精细。 省科技厅正与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等单位就建立科研信用体系
建设联席会议和筹建专家咨询委员
会进行积极商议，不久全省科研项目
和科技工作参与单位及人员的信用
信息将实现互联，并与其他社会信用
领域信息实现共享和联合惩戒。近期
将公布一批科研严重失信行为单位
和人员，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主体的
查处和惩罚力度，增加主体违规违纪
的成本，净化科研风气。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刘文思）记者今天从长沙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获
悉，自12月31日至2018年2月8日，贺
岁话剧《戏台》等10余场国内外经典
剧目将在该剧院集中上演，长沙市民
不用出国也能享受世界艺术之旅。目
前，该剧院2018跨年演出季所有演出
剧目已全面正式对外售票。

作为我省文艺新地标， 梅溪湖
大剧院跨年演出季将会给观众带来
哪些惊喜？记者了解到，本次跨年演
出季剧目涵盖了音乐会、 舞蹈、话
剧、 音乐剧、 儿童剧等多个艺术剧
种， 大剧院还不计成本引进了世界
级音乐演出。 欧洲顶尖音乐艺术乐
团斯洛伐克国家交响乐团和欧洲
“新交响”先锋乐队德国汉堡节日交

响乐团， 将为长沙交响乐迷带来一
年一度的新年音乐大餐； 现代舞鼻
祖《春之祭》和俄罗斯古典芭蕾《天
鹅湖》,也将与市民共舞；喜剧大师
陈佩斯颠覆传统搭《戏台》；韩红携
谭维维、 黄绮珊、 江珊等全明星阵
容，呈现跨年贺岁大戏《阿尔兹记忆
的爱情》和《守岁》；童话大王郑渊洁
儿童剧《罐头小子》带你回归童年；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首
次官方唯一授权于中国的舞台剧
《黎明之街》首登长沙。

“梅溪湖大剧院的定位之一，就
是做国际顶级剧目展演的窗口。”梅
溪湖大剧院总经理贺文表示， 大剧
院致力于做引领城市高雅艺术市场
的风向标， 跨年演出季就是最好的
出发点。

璀璨星光闪耀跨年演出季
梅溪湖大剧院好戏连台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梁蕾） 记者今天从
湖南科技出版社获悉， 全球畅销书
《世界是平的》 的作者托马斯·弗里
德曼推出新书《谢谢你迟到》。 在新
年到来之际，作者告诉我们“世界是
平的”之后，现在“世界是快的”。

据悉，《谢谢你迟到》 由湖南科
技出版社出版。托马斯·弗里德曼认
为，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力量正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加速过程。即：第
一是市场， 尤其是数字全球化，脸

书、阿里巴巴、推特、亚马逊、云计划
等是今天市场的主导力量； 其次是
自然生态，尤其是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
加；第三大力量是摩尔定律，科技产
品每24个月就会迎来更新换代。 三
大力量重塑了世界的5个方面：工作
岗位、国家政治、地缘政治、社会伦
理和社区生活。 我们如何应对这样
的加速，规避最糟糕的后果？作者的
思考， 可以激发每个人对这个发展
太快的世界进行反思。

《世界是平的》作者推出新书

《谢谢你迟到》在湘出版

科教前沿

� � � �科技计划资金如何杜绝不诚信、不作为？ 围绕立项、评估和验收，湖南省科技厅今年
连续推出新政———

监管跟着资金“走”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杨丹）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齐白石逝
世60周年。 今天，湖南潇湘齐白石
艺术研究院借成立一周年的契机，
在长沙举行齐白石艺术研讨会暨书
画艺术作品展。

这次活动得到了齐白石嫡孙、
齐派艺术第三代掌门人齐展仪先生
的支持。 他不仅为研讨会提供了重
要论文， 题写了论文及书画集的书
名《高山仰止》，还为大会送来花篮。

研讨会选用了9篇重要论文，从各个
方面深入进行探讨， 论道虽有深浅
之分，但各有所思，各有所长，具有
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价值。 书画
展共展出书画作品76幅， 其中有艺
术大师齐良迟、齐展仪父子的作品，
还有王东常、曾正国、丁剑虹、余德
泉、王友智、杨炳南、伍祥干、敖普
安、凌文虎、谢凯、曾昭咏、吴正纲、
罗步庵、谭石光等书画名家的作品，
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齐白石艺术研讨会暨书画展开幕

大学生歌舞
迎新年

12月26日，南华大学举行“走进新时
代，共筑南华梦”迎新年文艺晚会，大学
生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丰富多彩的歌舞演
出， 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和走
进新时代的满怀豪情。

夏文辉 曹正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