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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 1月 6日讯（记者周峰）1 月 6 日，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阴和俊与辽宁省副省长刘强、沈阳市常务副
市长顾春明 3 人在沈阳市代表各方签署了三方共建沈阳
材料国家实验室协议书。

共建协议是对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签订的“中
国科学院—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区域性创新平台”协议
的细化和落实。协议进一步明确了沈阳材料国家实验室
的定位和建设目标、建设责任分工、建设资金投入方案以
及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等内容。

院省市三方将充分履行协议内容，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在政策、资金和有关资源条件等方面大力支持沈阳
材料国家实验室建设，力争经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将该国
家实验室建设成为立足辽宁、辐射全国、国际一流的研
究平台，凝聚一批海内外高水平研发人才，实现材料科
技创新能力国际领先，材料技术研发与应用无缝衔接，
支撑辽宁产业发展，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打
造中国材料研发高地。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上海大学退休教授李先华，举报
昔日学生师彪涉嫌剽窃论文、简历造假，最终该学生从上海
大学退学。但师彪此后顺利进入西安理工大学就读并完成
博士学业，后在宁夏大学找到工作。记者调查后发现，师彪
在中科院声学所北海站的简历为捏造，宁夏大学等多方表
示事件仍在调查中（详见本报 2014 年 9 月 19 日报道《一起
非典型学术不端举报事件调查》）。1 月 5 日，记者获悉，西安
理工大学已经撤销师彪博士学位。

2014 年 4 月 14 日，李先华通过电子邮件，实名举报
西安理工大学原博士毕业生师彪存在入学档案造假嫌
疑。经过深入调查，日前西安理工大学学位办公室和校纪
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作出了上述处罚决定。

记者获悉，西安理工大学经核实后认定，李先华反
映的问题基本属实。2015 年 1 月 5 日，西安理工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并票决，决定注销师彪博士学历、撤
销师彪工学博士学位，呈报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已颁发的博士毕业证书
和博士学位证书无效。

记者获得的一份名为《关于注销师彪博士学历撤销
师彪工学博士学位的决定》文件显示，2008 年 4 月，师彪
以同等学力报考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博士
研究生，同年 8 月 25 日入学。2011 年 6 月 29 日毕业。经
查，师彪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通过了入学考试资格审查，
系以舞弊作伪的方式获取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资格，属
于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入学的情况。

知识产权保护：“千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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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西北大学
现代学院在院网站最醒
目处，挂出一篇题为《上海
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
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
确》的文章，再次将自己推
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此
前一周，该学院因反对崇
洋媚外，在 2014 年圣诞节
封校禁止学生过平安夜
而引发轩然大波。

文章称：“由于我院
对平安夜管理的新闻事
件刚刚过去，一些媒体对
上海踩踏事件的评论自
然也联系上了我院，有网
友直接这样假设：如果上
海事件发生在西安，如果
西安事件发生在平安夜，
如果西安平安夜发生踩
踏事件后有大学生遇难，
现代学院管理平安夜的
本次舆论事件价值就更
加凸显出来了！”

一系列“如果”将踩
踏惨剧与平安夜封校的

“丰功伟绩”挂上了钩。面
对 36 死 49 伤的惨剧，该
学院却表现出夸耀自己

“未雨绸缪”的窃喜。正如“死神已经在许多
城市徘徊了许多年，终于在 2015 年的上海
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一样，该学院的
管理者也终于在这场踩踏事件中找到了显
身的机会，拿别人痛处为自己脸上贴金，这
种冷血的机会主义实不可取，更令人齿冷。

必须指出的是，是否禁止过节并不是
导致踩踏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安全管理
不到位以及缺乏大型活动安全预警和应急
预案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北上广等体
量不断膨胀的巨型城市中，春节庙会、灯
会、跨年倒计时、圣诞节促销已经逐渐成为
人们庆祝节日的重要形式。但这些庆祝活
动的组织者或者地方政府，只是一味注重
表演形式的多彩多样，忽略了对此类大型
活动在体量和安全上的考虑。例如，应当在
狭道拥挤处预先设置排队的护栏、对场地
大小和进场人数提前进行安全控制、设置
逃生路线和救护车等。

因此，踩踏惨剧并不能证明西北大学
现代学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以平安
夜封校做噱头，再利用一周后事故中遇难
的学生群体做佐证，用他人的鲜血间接证
明自己的“英明”决定，这不值得效仿。禁过
节与不踩踏没有直接关系，因噎废食的封
校一刀切也无法避免不可预知的灾祸。更
何况，如果有学生偷偷溜出学校去过节，出
了事情也不敢知会学校，岂不更危险。

在重大事故面前，不应该扮演事后诸
葛亮，更不应该用嘲笑他人来凸显自己。将
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在前面，完善与
大型活动相配套的安全管理措施和预警应
急预案，才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乃至社会
大众需要从这次事故中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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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行为科学
重点实验室左西年研究组在 Science Bulletin 上撰文介绍了
团队历时 4 年多研发的“人脑连接组计算系统”（CCS）。同
时，该杂志创刊号还发表了国际脑连接组学领域著名学者
Olaf Sporns 教授撰写的“研究亮点”评述该计算系统。

当前，世界各国陆续推出各种“脑计划”，但除了理论和
技术的巨大挑战外，如何满足脑连接组学研究对大量神经科
学数据进行高效、稳定、可重复处理和分析的要求是一个基
本难题。借鉴基因组学的发展，该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提供一
个易于使用的整合计算平台系统。

研究人员表示，CCS 的测试版本主要用于处理宏观尺度
上的人脑多模态磁共振影像数据。通过将矩阵论中“稀疏矩阵
分块计算算法”和“现代脑科学中人脑连接组功能模块划分图

谱”进行有机结合，CCS 实现了高性能的人脑功能连接组计算。
在此基础上，CCS 对于连接组计算的“质量控制”“重测信度和
可重复性”“可视化”设计了各自的功能模块。

该研究组使用 CCS 进行了人脑功能网络毕生发展轨线
的初步建模：基于来自 316 名健康被试国际公开毕生发展

（6~85 岁）多模态影像数据，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常模建模方
法，将人脑七大功能网络的皮层厚度、表面积、随着年龄的变
化轨线绘制了出来。该文章旨在向脑科学研究领域介绍一个
计算系统，强调“基于神经影像大数据”和“多学科交叉方法”
的“探索脑科学”框架，推动“数据·知识·应用”的转化。

据悉，CCS 将于 1 月底向全世界研究人员公开。CCS 的
开发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
技部等项目经费资助。 （柯讯）

中国学者开发出“人脑连接组计算系统”

姻本报记者 王珊

最近，一份就“我国如何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进行建言献策的内参文件即将提交给国家相关
部门。

这份文件由 53 位“千人计划”入选者联合签
名。参与签名的“千人”中，很多人都为国内的创
新环境所困扰，对于国内知识产权意识混沌、保
护不力、法律乏力、机制缺位等问题，他们表示

“深感其痛并深受其害。”
在他们看来，创新者凝聚多年心血的知识产

出和创新成果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将会严重挫
伤其创新及创业积极性，国家的创新环境也会遭
到严重破坏，而国内也很难出世界级创新技术。

在文件中，他们指出，当下各国正纷纷部署
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以争夺未来全球竞争的主动
权。而对于我国来说，这也正是知识产权保护顶
层设计重要之时，必须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力度。

刘学峰的难题

经过多方渠道，记者最终拿到了这份即将提
交的内参文件。

在文件中，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到如何
建设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汇聚了 53 位“千
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就

此进行的思考。
南京皮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

米光电”）总裁、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刘学峰是 2011 年中组部“千人计划”的入选者，
也是本次签名“千人”中的一员。他一直从事光学
系统的研发工作。

皮米光电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纳米级光
学超显微产品的高科技公司。而从成立伊始，刘
学峰就遇到了自己的大难题———没有时间把开
发的技术进行专利化，并且找不到合适的专门负
责写专利的公司。

“很多大的专利机构目前还只是拿钱，写得
很差，找不到人来做这个事情。”刘学峰说，公司
开发的技术至少可以申请 20 多个专利，但只有 2
个进行了专利化。

在刘学峰看来，作为“千人计划”入选者回
国，其责任是开发更多的新技术，而不是写专利。
然而，不将技术或者新想法专利化，在合作的过
程中又很容易被人抄袭。

刘学峰希望国内能够利用既有平台，加强专
业团队建设，以填补国内知识产权高端专业人才
空白，例如，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应作出倾斜。

当然，除此之外，文件中还涉猎了目前“千
人”创业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例如某些高精尖领
域，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空白地带；个人对知
识产权没有足够的尊重、意识混沌；企业也鲜少
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发展战略等。

纠纷已是共性

记者了解到，签名的发起是源于本报元旦前
的深度报道《追问贝昂“声讨”格力真相》。报道详
细讲述了“千人计划”入选者、贝昂创始人冉宏宇
与格力电器就空气净化器的专利之争。

2009 年，冉宏宇回国创业，创立了苏州贝昂
科技有限公司。冉宏宇说，通过与贝昂的两次合
作，格力学会了其核心技术，并且推出与贝昂相
差无几的产品。日前，贝昂已就格力电器侵犯科
技专利一事提起诉讼。

同样是“千人”的上海弘视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潘今一是第一个签名的人。他说，冉宏
宇的案例引发了“千人”的强烈共鸣。

“很多‘千人’回国后都遭遇过知识产权纠
纷。”潘今一说，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花到研
发上面，专利意识不强，而这也为日后的纠纷埋
下了隐患。

在过去一两年中，“千人”刘圣创办的苏州旭
创科技有限公司也遭遇了知识产权问题。

“公司成立初期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后来
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麻烦。”刘圣说，在参与了
与国际企业打官司、谈判、成功和解的全过程后，
他由衷地感到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对我国高科
技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潘今一等人希望通过此次签名和内参文件
来提高回国创业“千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做表率性工作

在签名专家看来，“千人”创业公司是我国高
科技公司的典型代表，从“千人”平台入手，对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做出表率、示范性工作，并最终
推进创新环境的改善才是根本。

“现在我们总是把自己看成产生专利的人，
而没有站在世界的角度将专利看成一个有利的
武器和策略。”刘学峰说，“千人”有责任参与到国
家专利的保护、运作和形成机制的政策层面中
去，促进专利法和专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目前，如何将既有平台、专利运作机制联合
起来，推出一个我国的专利运作新机制，已经成
为他们在思考的问题。

而增加侵权的处罚力度一直是潘今一所坚
持的。在国外，专利侵权的处罚额可高达产品销
售额的几百倍，而国内仅是象征性的处罚。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星侵犯苹果专利案以
三星被判罚 9.3 亿美元而告终，而这几乎等于三
星涉嫌侵权手机的全部利润。

“必须要在国内建立典型案例，使企业在侵权
时考虑到侵权成本，从而建立起对知识产权的敬
畏。”潘今一说，这是其所希望看到的。不过，在潘今
一看来，仅是从“千人”创业者的角度来思考是不能
解决问题的。“一个小池子改变不了大环境。”潘今
一说，此次签名希望从“千人”的创业规范推广到全
国，最终从整个创新环境层面解决问题。

中国工程院 年院士增选启动

53 位“千人计划”入选者签名建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而这份签名的发起，源于本报元旦前的一篇深度报道。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讯（记者陆琦）记者
今天从中国工程院获悉，中国工程院 2015
年院士增选工作已于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这
是 2014 年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 《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
案）后的首次增选。

根据院士增选工作日程安排，2015 年增
选报送材料将在 3 月 31 日截止。经过资格
审查和形式验收，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6
月，各学部第一轮评审，公布进入第二轮评
审候选人名单并组织候选人材料公示。7 月
底，受理投诉信截止，对进入第二轮评审候
选人进行投诉调查。10 月，各学部组织第二
轮评审。再经全院全体应投票院士投票终
选、主席团审议，确定当选院士名单。

与往年增选工作启动时召开新闻通气
会不同，今年的增选低调启动。中国工程院
网站公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
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
士行为规范》等 10 份相关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体现《中国工程院章程》
（修订案）精神的新规有不少。

例如，院士候选人的提名途径：候选人
可通过院士提名（包括院士组成的特别提名
小组提名）或有关学术团体提名；候选人本
人只能接受一种渠道的提名，并在《提名书》
中确认；工程院不受理多渠道提名，不受理

个人申请。每次增选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 3
位候选人，院士可单独或联名提名。候选人
获得 3 位院士的提名即为有效，本学部院士
应不少于 2 位。文件明确，“院士要对提名行
为负责”。

院士候选人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
岁。超过 65 周岁的候选人，获得 6 位院士提名
即为有效，本学部院士不少于 4 位。年龄超过 70

周岁的候选人被提名次数仅限 1 次。
在程序上，增加全院全体应投票院士投

票终选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违纪违规行为处

理办法》规定：候选人材料存在弄虚作假，侵
占他人科技成果，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部
门为候选人当选进行助选、拉票，干扰增选
工作的，终止其当次候选人资格，在相关学

部范围内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除终止其
当次候选人资格外，还取消其下一次被提名
资格，直至取消其终身被提名资格，并记入
诚信档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
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增选每两
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总名额及各学部的名
额分配，由主席团研究决定。

姻本报记者 陆琦 王珊

“去年院士大会期间，全体院士表决通过
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此次增选方
案中的原则性内容基本都讨论过了，相关文
件规定是进一步的细化，没有大的原则上的
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认为，新的院士
遴选制度更强调以学术贡献为主。“以前是哪
个学部推荐出来就算哪个学部的，现在还要
在全体院士大会上进行投票选举。”卢耀如
说，在投票中，院士可以对候选人提出异议，

别的学部对其认识了解的人觉得有问题都可
以提出来，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选举的公平，
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对候选者的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则注意到，此次
院士增选文件里，贯彻了“院士队伍年轻化”
这一条。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中
提到，候选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超
过 65 周岁的候选人，获得 6 位院士提名即为
有效，本学部院士不少于 4 位。年龄超过 70
周岁的候选人被提名次数仅限 1 次。

“之前是规定超过 70 周岁的候选人获得
6 位院士提名即为有效，一下子降了 5 岁。”罗

锡文表示，增选新规对促进院士队伍年轻化
非常重要。“院士队伍的年轻化，是现在院士
队伍建设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汪懋华感
慨：“当年 63 岁，算年轻的了。”

汪懋华表示，有创新意识的年轻学术骨
干、学术带头人，活跃在科技创新的最前线，
并且带领了一批年轻的科技骨干，通过协同
努力推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培养选
拔优秀的年轻一代，对于国家科技智库建设
非常重要。”

“此次增选活动的开始，是中国工程院探
索精神的一种体现。”卢耀如说。

年轻化成院士队伍建设重要内容

近日，一名 Flex 团队队员在位于贵阳的办公室中
操作 3D 打印机。

这个名为 Flex 的创客团队成员 16 人，来自中国、
美国和印度，大多是“80 后”“90 后”。这群宅男宅女组成
的“多国部队”拥有一个 3D 打印“车间”、一堆个性化的

“点子”，他们的产品从贵阳“起航”，登上国际科技舞台，
创下多项纪录。这就是 Flex 创客团队，一个陌生但代表
着“数字化”梦想和希望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一起非典型学术不端举报事件调查》追踪

西安理工大学撤销
师彪博士学位

院省市三方共建
沈阳材料国家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