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27日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细
看67人新晋工程院院士名单和18人工程院外籍院士
名单，中外“大牛”真不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余晓洁 胡喆）中国工程院27日公布今
年院士增选结果：经院士和学术团体提
名、两轮会议评审和选举，从533位有效

候选人中产生了67位新当选院士。
新当选的院士中，男性 63 人，

占 94％；女性 4 人，占 6％。最小
年龄 49 岁，最大 67 岁，平均 56.37

岁，60岁（含）以下的占85％，更多
优秀的中青年工程科技专家当选。

不少来自企业和基层一线的工程
科技专家，以及长期工作在新疆、甘肃

等西部边远地区的优秀专家当选。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比

尔·盖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
斐尔·莱夫等18位外籍专家新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截至目前，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至66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
一次，现在中国工程院有882名院士。

中外“大牛”真不少
——看看2017中国工程院增选“含金量”

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大师的荟
萃之地。无论是成功飞向蓝天的国产
大飞机C919，还是遨游太空的东方红
卫星，抑或是在为万千家庭解决生殖难
题的临床一线，都有今年新当选院士们
的坚守。

转场成功、静力试验稳步推进、型
号合格审定试飞……今年5月C919成
功首飞以来，捷报频传。新当选院士、
国产大飞机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始终
把早日实现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作为
自己的使命。

“当选工程院院士，是荣誉更是责
任，意味着信赖更意味着考验。”吴光辉
说。

新当选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
长乔杰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一线工作
30年，一直致力于妇产科及生殖医学
相关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在我国生殖医

学这一新兴领域，不断提出临床亟待解
决的问题，并在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
研究领域持续进行着开拓性工作。

“作为一名医生，用双手为生命健
康保驾护航，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乔杰
坦言，如今作为中国工程院的一员，要
有更大的家国情怀，为健康中国建设贡
献力量。

多年致力于各型通信卫星的研究
和工程实践的周志成，为提高我国油菜
双低率、含油量和产量水平做出了突出
贡献的王汉中，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地
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蒋兴伟……新当
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我国工程科学
技术的各条战线上都立下了自己的“汗
马功劳”。

“国家的需求在哪里、困难在哪里、
未来向哪里，我们院士就应该前进到哪
里。”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说。

“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
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
定、咨询等活动”“在当选院士以后，
更要谦虚谨慎、客观公正、平等待
人，不以‘权威’自居”……

新院士们在当选首日就收到了
工程院以“八条共勉”为主要内容的
一封信。

“官员院士”一度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工程院2017年增选一启
动，就明确“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
上不作为候选人”，并发文明确公务

员身份的认定等，把好“入口关”。
据悉，今年增选工作对候选人

学风道德把关严格。第一轮评审，
暂停了一位论文被撤稿候选人的
资格；第二轮评审，暂停了一位因
违反八项规定尚在诫勉谈话候选
人的资格。

“工程院院士党员比例超过
80％。新增选的67位院士中60位
是共产党员。我们要以党纪党规高
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共同维护好院士称号的尊严和工程

院的声誉。”李晓红说。
就在两周前，中国工程院根据

相关规定，决定停止孟伟中国工程
院院士资格。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中国工程院近年来先后停止了李
宁、周国泰、孟伟三人院士资格。

“希望各位院士坚守院士称号
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定位，以身作
则、严格自律，自觉抵制学术不端和
不正之风，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院士称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
济说。

18名新晋工程院外籍院士中，
美国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等一
批国际“大咖”当选。他们中有的已
来华工作多年，供职于中国的大学，
此次当选并非“虚名”。

什么样的外籍专家可以当选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具有
很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
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对中国工程科

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或在促
进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国际交往
方面有重要作用的外国籍专家、学
者，可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
夫，俄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
夫·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
据悉，今年的外籍院士增选，院士提

名的候选人数量和当选外籍院士数
量均为历次外籍院士增选中最多
的。当选的18位外籍院士均是所
在国的院士，具有较高国际声望和
影响力。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与日俱增，
必将有更多“重量级”国际工程科技

“大咖”纷至沓来，为中国建设创新
型国家“添砖加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这些名字 与大国重器、前沿突破连在一起

国际大咖 为历次外籍院士增选中最多

把好“入口关”明确“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

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67名
盖茨等18位外籍专家当选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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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打破“铁饭碗”如何实现常态化？
近日，新疆发布公告，为自治区地矿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昌吉农科园招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新华视点”记者发现，仅10月份以来，已有四川德阳、河南

开封、山西省、新疆四个地区发布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1个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中办、国办不久前
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管理、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聘任制将如何实现“常态化”？

专业门槛要求高是聘任制公务员
岗位的共性特征。山西省大数据产业
办公室招聘的两名聘任制公务员，明确
要求有5年以上大数据相关行业从业
经历；新疆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位要求
具备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且具有
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河南
开封市招聘的地方海事局船舶检验师，
要求具备注册验船师（C级及以上）资
格，具有两年及以上船舶检验或同类工
作经验。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务员有选任
制、委任制、聘任制三种类型。聘任制
公务员源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公务员法，其中提出机关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
职位实行聘任制。

2007年，深圳、上海浦东两地在
全国率先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此

后试点范围陆续扩大到北京、江苏、湖
北等地。

2015年，武汉大学建筑与土木工
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朱立伟通过公开招
聘成为武汉市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他
在新洲区阳逻开发区管委会建设运营
主管岗位上，全程参与开发区两个PPP
项目谈判、签约、落地推进。“我是2015
年10月签约上岗，合同聘期是3年，聘
期结束后可以考虑续聘，或自由求职。”
朱立伟说。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
说，聘期制是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
最大的区别。委任制公务员只要工作
不犯严重错误，就能一直干到退休，是

“铁饭碗”。“聘任制公务员聘期一般是
1年到5年，聘任到期后就可能不再聘
任，若年度考核不称职就会被解除聘
任合同。”

聘任制公务员是否是公务员队伍
中的“高薪”群体？记者采访发现，不同
地区、不同部门聘任制公务员待遇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室此次
招聘公务员，列出的年薪为 30 万到
40 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
局主任工程师岗位年薪为 13 万到
15 万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招聘的人
力资源规划师、招商运营总监、国有
资产监管专员 3 个岗位，年薪均为
15 万到 25 万元。而武汉市首批公
开招聘的聘任制公务员，给出的年
薪为税前 16 万元。当地干部表示，
这个薪酬水平确实比一般公务员要
高，但也仅属于略高于副处级的水
平。

委任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由职
务和职级决定，国家与地方都有明
确标准。聘任制公务员的薪酬待遇
如何确定？武汉市人社局副局长徐
冬先表示，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协议
工资制，由招聘单位结合市场因素
和公务员工资水平综合考虑。聘任

机关确定的招聘职位
工资额度，需报同级
人社、财政部门核定。

北京市一位聘任制
公务员介绍，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需要的金融、法
律、工程领域专业人员，往往
在人才市场上也很抢
手。因此，尽管
公务员岗位
具 备 一 定
的工作平
台 优 势 ，
但也有一些
岗位由于地
方政府开出的待遇
太低、报名人数太少而被
迫取消。

一位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
有的聘任制公务员聘期还没有结束，
就被猎头公司盯上，开出三倍薪酬水
平挖人。“这些既具备操作经验又熟
悉行政事务的人才特别受青睐，不少
单位担心留不住人。”

一些受访人士介绍，新规的
出台，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定位、路
径、出口都进一步明确。比如，明
确达到聘期满五年、年度考核均
称职等条件，经批准可转为委任
制公务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
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聘任
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这些
意味着今后聘任制公务员将从试
点走向常态化。

记者梳理发现，前期“试水”
招聘的公务员，多集中在各地新
区或开发区，涉及经济运行、园区
建设、海事管理、交通物流、信息
数据等专业领域。一位聘任制公
务员介绍，这类岗位通常与市场

衔接紧密，相应的专业性人才很
难从体制内直接培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公
务员队伍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
高，有些发达国家聘任制公务员
占比超过50％。”吴江说，聘任制
打破了公务员职业的“铁饭碗”，
有助于政府部门从市场中遴选专
业人才，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部分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
绍，国家出台的规定使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吸引力大幅提升，同时
赋予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相应综
合管理职能。各地将陆续出台实
施细则，今后聘任制公务员将更
常见，岗位也更多元化。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也指出，
相对于委任制公务员招录的“逢
进必考”，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无
疑自由空间更大，要警惕个别人
通过聘任制进行“萝卜招聘”，转
而变成委任制，最后实现公务员
身份的“曲线救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
表示，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与
数量的扩大，应加强对招聘全过
程的审核与监督，提高透明度，对
聘任制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
转任委任制职级等重要环节明确
实施细则。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记者李劲峰 乌梦达 孙飞）

专业门槛高是聘任制公务员岗位共同特征

并非全是“高薪”，有猎头开出三倍工资挖人

从试点走向常态化需进一步细化待遇、出口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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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艘货轮在珠江口伶仃洋碰撞一货轮沉没

12名船员下落不明

记者从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获悉，27日3时
左右，在珠江口伶仃航道海域，载5038吨钢材的
福建平潭籍散货船“顺锦隆”与装载5000吨黄沙
的江苏南京籍散货船“锦泽轮”发生碰撞，导致“锦
泽轮”沉没。

截至27日16时，“顺锦隆”船上11名船员已
全部获救，“锦泽轮”14名船员除2名船员获救
外，仍有12名船员下落不明。图为救援现场。

新华社发

北京大兴“11·18”火灾
系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20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孔祥鑫）北
京市27日对外公布北京大兴“11·18”火灾事故原
因。经公安部门工作，北京大兴“11·18”火灾排除
人为放火嫌疑，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
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樊某某等20人因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已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经调查，樊某某自2002年至2006年，未经相
关部门审批先后分三次建成地下一层、地上二层、
局部三层楼房，建筑面积共计约20000平方米，并
陆续用于出租、经营。2016年3月，樊某某为出租
和经营目的，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情况下，组织人
员在地下一层修建隔断墙，准备建设冷库。2017
年2月、3月，樊某某分别与相关公司签订制冷设
备购销合同和防水保温工程施工合同，开始冷库
建设施工。期间，樊某某多次安排李某、王某等人
在自建房及地下冷库内铺设接连电线，相关作业
人员均无专业资质。起火前，地下冷库正处于安
装调试阶段，尚未投入使用。

在公安部火灾调查专家指导下，联合调查组全
力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工作。经查实，起火部位位于
地下中部冷库间南墙中部的墙面上，起火原因系埋
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目前，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
调查取证，确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依法打击处理
违法犯罪人员。

辽宁两法院宣判
三起猥亵儿童案
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刑

新华社沈阳11月27日电（记者范春生）辽
宁省大连市下辖的金州区法院、庄河市法院近日
对三起猥亵儿童案分别做出一审判决：以刘熠为
首的3名被告人为满足性欲，多次猥亵未满14周
岁的男童、女童，均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
刑4年至有期徒刑3年不等的刑罚。

刘熠、李长江猥亵儿童案在金州区法院宣
判，代学猛猥亵儿童案在庄河市法院宣判。因涉
及被害人的个人隐私，这三起案件均是不公开开
庭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刘熠经人介
绍与被害人周某（男，案发时13周岁）相识。同年
7月至10月期间，刘熠通过手机登录聊天软件
QQ，5次约见周某，并在宾馆、车库等地对其进行
猥亵。

2016年7月间，李长江多次将女朋友的外甥
女冯某（女，案发时11周岁）留宿家中，或在家里
或拽至外面偏僻处对冯某进行猥亵。

代学猛与被害人王某某（女，2007年3月出
生）同系庄河市某村居民，前后院住。2013年6
月4日傍晚，代学猛酒后以给方便面为诱饵将王
某某骗至自己家中，对对方实施猥亵行为。王某
某返回家中，向父母哭诉了自己被代学猛侵害的
经过。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熠、李长江、代学猛为满
足性欲，多次或一次猥亵未满14周岁的儿童，其
行为侵犯了儿童的人格、名誉和身心健康，已经
构成猥亵儿童罪。为此，判处刘熠有期徒刑4年，
判处李长江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处代学猛有
期徒刑3年。

青岛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金额超10亿元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7日电（记者闫祥岭）
记者近日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截至目
前，今年青岛市两级法院线下司法拍卖金额约27
亿元，网络司法拍卖金额超过10亿元。

今年4月1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
“网络司法拍卖启动仪式”，宣告青岛法院入驻人
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青岛两级法院的网络
司法拍卖都通过网拍平台在淘宝网、京东网、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拍网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等5个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确定的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

截至11月24日，青岛两级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成交量171件，成交金额105680.55万元，溢价
率21.18％，节省佣金1967.4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