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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基金会主席施洛格尔教授履新

自 2023年 1月 1日起，罗伯特·施洛格尔（Robert Schlögl）教

授担任洪堡基金会主席，任期五年。新主席由国际遴选委员会提名，

获洪堡基金会理事会一致通过，并由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

克 (Annalena Baerbock)正式任命。

施洛格尔系国际知名科学家、化学教授，是未来能源系统和能源

转型领域专家，重点研究领域为能源存储材料和异质催化，同时亦是

政策咨询和学术宣传领域资深专家，多次获得专业奖项，比如著名能

源奖埃尼奖（Eni Award）。

施洛格尔教授出生于 1954年，1982年在慕尼黑大学化学专业获

博士学位，1982至 1985年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瑞士巴塞尔物理研

究所做博士后，1989年在柏林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弗里兹·哈伯研

究所（Fritz-Haber-Institut）获得教授资格，1989年至 1994年任法兰

克福大学无机化学专业 C4教授，自 1994 年起任马克斯·普朗克协

会柏林弗里兹·哈伯研究所所长，2011年至 2022年任马克斯·普朗

克 化 学 能 源 转 换 研 究 所 （ Max-Planck-Institut für Chemische
Energiekonversion in Mülheim an der Ruhr）创始所长和执行所长。期

间，施洛格尔教授先后任柏林工业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和波鸿大学兼职教授。此外，施洛格尔教授还活跃于多个国

内、国际学术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如英国皇家化学协会（剑桥）；

参与 3 个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的卓越集群和特别研究领域项

目（SFB）以及多个欧盟联合项目；担任联邦教研部资助的哥白尼能

源转型项目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学术负责人、德国利奥波蒂纳国家科学

院副院长、国家氢咨询委员会（NWR）副主席。

施洛格尔教授与洪堡基金会渊源颇深，自 2010 年至 2019 年任洪

堡研究奖评选委员会成员，并多次聘用获洪堡基金资助学者。

（潘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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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uer Präsident für di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EB/OL]. (2023-01-04)
[202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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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议院就 ChatGPT对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开展调查

联邦议院教育、研究和技术评估委员会 2月 10日宣布，已委托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技术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TAB）专

家就 ChatGPT软件对教育和研究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调

查在未来几周内重点围绕 ChatGPT和类似系统的发展趋势及可能的

应用场景、对教育和科研等领域产生的影响展开。联邦议院教育、研

究和技术评估委员会将于 4月在调查结果基础上，与专家一起在公开

会议上进行讨论。

ChatGPT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生成式处理工具，能够

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可根据聊天语境进行互

动，模拟人类交流，甚至能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和论文

等文本以及从事翻译任务。由于传统的抄袭检测软件无法识别作者是

否使用 ChatGPT，教学机构担心该软件可能会成为学生的作弊工具。

开发 ChatGPT的美国公司 OpenAI为此于 2月初发布甄别软件，

但该软件的甄别成功率仅四分之一。（李琛晨）

参考资料

1. Forschungsausschuss gibt Studie zu Auswirkungen von ChatGPT auf Bildung und Forschung in
Auftrag. [EB/OL]. (2023-02-10) [2023-02-16].
https://www.bundestag.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3/934052-934052.
2. Bundestag lässt Auswirkungen von ChatGPT auf Bildung untersuchen [EB/OL]. (2023-02-10)
[2023-02-16].
https://www.zeit.de/digital/2023-02/kuenstliche-intelligenz-chat-gpt-bildung-bundestag-studie.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entdecken/newsroom/aktuelles/neuer-praesident-fuer-die-alexander-von-humboldt-stiftung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entdecken/newsroom/aktuelles/neuer-praesident-fuer-die-alexander-von-humboldt-stiftung
https://www.leopoldina.org/fileadmin/redaktion/Mitglieder/CV_Schloegl_Robert_D.pdf
https://www.bundestag.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3/934052-934052
https://www.zeit.de/digital/2023-02/kuenstliche-intelligenz-chat-gpt-bildung-bundestag-stu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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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生存基础——应对危机”

为主题的第七届环境部农业会议召开

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Steffi Lemke）、农业部长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协定执行秘书姆雷玛（Elisabeth
Mrema）1月 17日共同为第七届环境部农业会议开幕。今年会议主题

为“保护生存基础——应对危机”。会议为此举办高级别论坛，讨论

关于危机防范和可持续农业的建议，特别关注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的先

决条件——土壤保护。鉴于气候危机、物种灭绝和环境污染正危及自

然生存基础，对农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环境保护和农业有必要纳

入统筹考虑。

联邦环境部长莱姆克表示，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自然大会上，

我们为共同的生存基础构建了保护伞。保持生物多样性、气候、水、

土壤和大气清洁有利于农业和粮食安全。当前危机时期需要在环境和

农业方面进行合作。比如，2030年前营养物质过剩量以及农药使用

量减半，通过生态方法和生产方式使农业更有弹性。我们将土壤作为

具有巨大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生存基础，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自然气候保

护措施，推进土壤保护。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应对相互关联的生态

危机，确保可持续和可抵御风险的农业。

联邦农业部长厄兹德米尔则认为，保障粮食也意味着保障和平和

自主。一方面应共同减少对高能耗化肥生产或进口饲料的依赖，另一

方面必须统筹推进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例如，德国将逐步

使资助符合欧盟农业政策规定的气候、环境、物种和动物保护标准。

可抵御风险的农业取决于正常运作的生态系统。环境和农业共同

面临着保护这些生存基础的挑战。确保收成和可抵御风险农业的关键

之一在于土壤。完好、有生命力且肥沃的土壤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储存

水分，可以减轻气候危机和极端天气带来的后果。健康的土壤维系着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碳储存库，富含腐

殖质的土壤是有效气候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联邦环境部正积极参与

新的欧洲土壤保护法规规划，并审核德国土壤保护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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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环境保护只能共同发挥作用的认知正在慢慢被全世界接

受。例如，2022年 12月召开的蒙特利尔世界自然大会不仅通过了一

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计划，而且国际社会还承

诺到 2030年将营养物质过剩量和农药使用量减半。到 2030年，全世

界每年将减少 5000亿美元的生态破坏补贴，以增加替代措施。

（姜三元）

参考资料

1. Krisenfeste Landwirtschaft braucht natürliche Lebensgrundlagen. Pressemitteilung Nr.
005/23∣17.01.2023.[2022-02-16].
https://www.bmuv.de/pressemitteilung/krisenfeste-landwirtschaft-braucht-natuerliche-lebensgrund
lagen.

德国高校发展中心发布最新数据

——医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最多，化学专业硕士生攻博比例最高

根据德国高校发展中心（CHE）2023 年 1月发布的数据，德国博

士毕业生最多的是医学专业，攻博比例最高的是化学专业。

1999 年 2021 年期间，每年博士毕业生数变化不大，保持在 2.3

至 2.9 万人之间。2019 年至 2021 年平均每年毕业约 2.75 万名博士

生，其中一半以上就读以下 7个专业：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

机械制造/机械工程、法律和牙科。医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最多，中位

数为 6832 人；其次是生物、化学和物理等专业，分别为 2125 人、2097

人和 1625 人。

专业
博士毕业生数

2012 年 2021 年 2019 至 2021 年中位数

1 医学 6397 7514 6832

2 生物学 2483 1993 2125

3 化学 1715 2090 2097

4 物理 1511 1635 1625

https://www.bmuv.de/pressemitteilung/krisenfeste-landwirtschaft-braucht-natuerliche-lebensgrundlagen
https://www.bmuv.de/pressemitteilung/krisenfeste-landwirtschaft-braucht-natuerliche-lebensgrundl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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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德国在读博士生约 200300 人。化学专

业硕士毕业生
1
攻博并获学位的比例最高，为 85%，其次是生物学

（74%）、医学（69%）、物理（61%）和牙科（50%）。工程学科和语言

文化学科攻博学生比例较低，如电气工程专业（26%），机械制造专业

（25%），历史专业（25%）和德语专业（16%）。（潘孟秋）

参考资料

1 包括 Master 和 Diplom 毕业生以及通过国家考试毕业生在内，不含师范专业。

5 机械制造/机械工程 1025 1397 1381

6 法律 1323 1096 1132

7 牙医 896 1051 977

8 信息工程 778 815 824

9 电气/电子工程 631 770 749

10 数学 488 537 554

11 经济学 487 519 531

12 心理学 580 467 480

13 企业管理 640 437 466

14 动物医学/兽医 492 434 400

15 药学 329 360 359

16 建筑工程 281 337 339

17 教育学 335 315 311

18 农学 306 267 296

19 历史 278 256 261

20 地科学 136 233 257

21 德语/日耳曼文学 292 222 244

22 生物化学 238 225 244

23 国民经济学 212 212 212

24 政治学 264 193 210

25 社会学 205 187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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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mie hat die höchste Promotionsquote aller Fächer, [EB/OL]. (2023-01-13) [2023-01-16].
https://www.che.de/2023/chemie-hat-die-hoechste-promotionsquote-aller-faecher/.
2. Promotionen am häufigsten in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Medizin, [EB/OL]. (2023-01-13)
[2023-01-16].
https://hochschuldaten.che.de/promotionen-am-haeufigsten-in-naturwissenschaften-und-medizin/.

留学海外的德国大学生 2020 年

同比减少 3.3%，赴中美留学人员骤降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Destatis)2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受新冠病毒

流行对学生出国交流的限制和影响，2020 年留学海外的德国大学生

为 13.34 万人，同比减少 3.3%（4500 人），总体下降幅度不大。

一、赴中国和美国留学生人数骤降

在所有赴海外学习的德国大学生中，前往中国和美国留学的德国

学生数急剧下降，分别减少 57.9%（4700 人）和 42%（3900 人）；留

学奥地利和荷兰的德国学生增幅较大，分别增加 11.9%（3600 人）和

9.2%（2100 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包括实际到所在国现

场学习和受新冠病毒流行影响通过网上远程学习的所有学生。

二、热门留学目的地国不变

在国内就读和留学海外的德国大学生比例为 1000 比 51。其中，

在欧盟国家留学的德国学生占比 66.4%。与往年一样，2020 年德国学

生最热门的三个留学目的地国分别为奥地利（3.38 万人）、荷兰（2.45

万人）和英国（1.27 万人），留学上述三国的德国学生占德国留学生

总数的 53.2%。

三、留学目的国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

德国学生留学目的国多与所学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留学奥地利的

德国学生选择社会科学、新闻学和信息相关学科及专业的最多，占全

体留奥德国学生的 23.4%；在荷兰就读上述学科及专业的德国学生比

例最大，占 35.1%；留学英国的德国学生就读经济学、行政管理和法

律学科的最多，占 23.5%。

四、到东欧国家留学的医学生占比大

https://www.che.de/2023/chemie-hat-die-hoechste-promotionsquote-aller-faecher/
https://hochschuldaten.che.de/promotionen-am-haeufigsten-in-naturwissenschaften-und-medi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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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德国大学医学专业学习名额有限，部分德国医学生选择留学东

欧。71.1%留学立陶宛的德国学生就读人类医学专业，留学匈牙利、

波兰和捷克就读医学专业的德国学生分别占 63.3%、62.4%和 44.3%。

（潘孟秋）

参考资料

1. Zahl der deutschen Auslandsstudierenden im Corona-Jahr 2020 um 3,3 % gesunken, Destatis
Pressemitteilung Nr. 045 vom 3. Februar 2023, [EB/OL]. (2023-02-03) [2023-02-06].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3/02/PD23_045_21.html.

联合申请卓越集群项目的高校数量明显增加

截至 2月 1日，德国研究联合会在联邦政府与各州的达成的“卓

越战略”框架内共收到 145 份卓越集群申请意向书。意向书来自 54
所高校，其中 91份由一所大学独立申请，40份由两所大学联合申请，

14份由三所大学联合申请。相较于 2016年，高校对于联合申请的兴

趣明显增加，三家高校联合申请意向书从 7份增至 14份。

本轮意向征集结束后，各大学可在 5月 31日前向德国研究联合

会提交有关建设卓越集群的建议草案。由于意向征集主要用于规划和

后续审查，并不具备约束力，因此草案数量与意向书数量可能不一致。

8月底至 11月中旬，由不同国家专业人员组成的审核小组将以

视频会议形式对草案进行审核。申请者本年度将有机会首次与审核小

组直接讨论草案内容。2024 年 2月 1日，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卓越

战略”专家小组将对所有草案做出最终决定。已经获得资助并希望延

期的卓越集群可直接跳过提案阶段。

德国研究联合会主席表示，目前接受资助的 57个卓越集群中的

大多数高校会提交延期意向。新的集群意向表明，大学一直以来高度

重视“卓越战略”，并明显意识到集中资源建设卓越集群的重要性。

就目前情况看，本年度各申请高校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李琛晨）
参考资料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3/02/PD23_045_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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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5 Absichtserklärungen für neue Exzellenzcluster. [EB/OL]. (2023-02-07) [2023-02-16].
https://bildungsklick.de/hochschule-und-forschung/detail/145-absichtserklaerungen-fuer-neue-exz
ellenzcluster.

德国最新一轮“欧洲大学网络——国家计划”

确定 22 所受资助高校名单

1月 12日，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一

轮获得“欧洲大学网络——国家计划”资助的高校名单。本轮资助系

项目开展以来的第三轮资助，入围的德国高校除可获得欧盟提供的

“欧洲大学联盟”项目建设资金外，还将在未来四年内获得联邦教研

部提供的 72.5万欧元配套项目资金。

获得本轮资助的德国高校为：弗莱堡大学、基尔大学、巴登符腾

堡双元制应用科学大学、图宾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赫尔梯行

政学院、卡尔斯鲁厄应用科学大学、鲁尔西区应用科学大学、美因茨

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慕尼黑大学、马格德堡

大学、海德堡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汉堡

工业大学、不来梅大学、汉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和罗斯

托克大学。

自欧盟发起“欧洲大学联盟”项目以来，德国高校已入围三轮共

计 42个项目中的 37个。在本轮欧盟层面的遴选中，德国共有 22所
高校参与 19个项目，是欧盟各国中参与高校数量最多的国家。自 2020
年德国“欧洲大学网络—国家计划”实施以来，项目已为 42所德国

高校提供资金支持，预算资金总额达 3200万欧元。（赵克柔）

参考资料

1. 22 deutsche Hochschulen starten im nationalen Begleitprogramm in die Förderung [EB/OL].
(2023-01-12) [2023-02-08].
https://www.daad.de/de/der-daad/kommunikation-publikationen/presse/pressemitteilungen/eun_22
-hochschulen-dritte-runde-foerderung-nationales-begleitprogramm/.

https://bildungsklick.de/hochschule-und-forschung/detail/145-absichtserklaerungen-fuer-neue-exzellenzcluster
https://bildungsklick.de/hochschule-und-forschung/detail/145-absichtserklaerungen-fuer-neue-exzellenzcluster
https://www.daad.de/de/der-daad/kommunikation-publikationen/presse/pressemitteilungen/eun_22-hochschulen-dritte-runde-foerderung-nationales-begleitprogramm/.
https://www.daad.de/de/der-daad/kommunikation-publikationen/presse/pressemitteilungen/eun_22-hochschulen-dritte-runde-foerderung-nationales-begleitprog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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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通过“研究与创新未来战略”

2 月 8 日，联邦政府正式通过“研究与创新未来战略”，以加强

德国创新能力并确保欧洲技术主权。战略通过优化科学研究、创新和

科研转化等措施为各领域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应对未来挑战。

一、战略目标

联邦政府认为研究和创新是保障德国当前和未来福祉的基础，是

社会进步的关键。战略确立以下 3 个主要目标和 2025 年以前应实现

的 17个具体目标：

一是保持、扩大本国在特定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在其他领域获

得领先地位，并拥有开发和应用关键技术的能力。二是加大科研成果

转化力度，造福民众。三是提升社会各界对技术的开放程度，开发多

种技术，为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具体目标包括：将研发资金比例提升至 GDP 的 3.5%（2021 年为

3.13%）；利用未来技术参与基金和欧洲复苏特别基金资助初创企业成

长；增加高科技领域初创企业数量（2019 年为 3.58%）；扩大学术人

员创建企业数量；德国科研成果转化与创新署开始运作；联邦颠覆性

创新署推动更多颠覆性创新成果市场化；提高所获欧盟“欧洲地平

线”研究和创新计划资金比例（2020 年为 16.3%）；提升外籍科研人

员比例（2020年为13.3%）；增加中小企业创新比例（2020年为54.7%）；

加大（中小）企业、社会各界与研究机构合作力度；提升初创企业女

性创始人比例（2022 年为 19%）；增加 30 岁至 34 岁、拥有学术资格

或较高职业资格人员比例（2021 年为 53.2%）；提高女性教授比例

（2021 年为 27%）；增加研究发人员数量（2020 年为 73.38 万人）；

缩短新设企业审批时间；加快研究和开发项目审批进度；为实体实验

室构建现代法律框架条件并测试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数字化和可持

续转型。

二、战略任务

一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在循环经济上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并实现可

持续交通。发展具有竞争力、可循环且气候中和的现代化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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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且安全的能源，规划可持续交通、建筑、城市以及地区发展。

二是推进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适应和粮食安全。扩大对

气候知识和气候的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维持生物多样性，创建可持

续且具有复原力的农业和食品体系，基于数字化技术促进可持续发

展。

三是改善全民健康。更好地了解和治疗常见疾病及各年龄段疾

病，提升数字技术用于健康研究以及健康和护理服务的潜力，加强医

疗诊断、药物以及医疗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创新力，改进基于“全健康”

（One Health）理念的疾病预防措施，承担疾病研究国际责任。

四是确保德国和欧洲数字及技术主权，利用数字化潜力。平等参

与关键技术国际合作，确立相关规范和标准；利用数字化成果发展现

代、高效且可兼容的制造技术；创建具有复原力的信息和通讯系统；

基于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实现对数据的广泛访问。

五是加强太空研究以及探索、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太空和海洋。通

过太空和宇航研究让民众了解世界并造福民众，以气候中和且对环境

友好的方式发展宇航研究和太空研究，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国际合作开

展海洋研究，促进海洋研究可持续发展以及通过海洋研究实现可续发

展。

六加强社会复原力、多样性和凝聚力。捍卫安全和和平，提升教

育、科学和研究的作用，加强社会复原力、凝聚力和防御性民主，通

过社会创新寻求应对未来挑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集政界、科学界、

经济界和社会各界之力应对各种危机。

三、战略措施

联邦政府开展跨部门合作，调整研究和创新政策，集合政界、经

济界、科学界和社会各界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在 2025 年前尽可能

地完成上述战略目标和任务。

（一）为实现未来进步创造条件

一是加强知识基础建设。加强高校和高校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

高校教学，夯实科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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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技术基础设施更易使用。优先升级下一代研究基础设施，在

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框架内，设计和改善针对研究基础设施的

新战略前景，为科研人员提供世界领先的科研基础设施和设备，利于

其开展科研工作。

（二）发展创新知识

一是为创新地区赋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成立企业文化，减少

科研成果转化官僚主义障碍，发展具有国际辐射力的创新区域，为科

技投资和成立企业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环境。

二是构建科研成果转化桥梁。继续以应用为导向推进科研成果转

化，构建科研转化渠道；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创办企业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改善初创企业框架条件和生态体系，将德国打造为对国际专业

人才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和工作之地。

三是全面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包括项

目资助和研究资金税收减免在内的广泛支持；政界、协会、商会和咨

询机构共同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对研发资金的认识，改善资金使用效

率；支持初创企业参与竞标欧洲创新委员会项目，提升企业创新力，

助其走向国际市场。

四是设立德国科研成果转化与创新署。帮助应用科学大学、中小

型高校、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等将科研理念、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实际

应用，提升其创新潜力。

五是进一步加强联邦颠覆性创新署。将创新署纳入现有融资架

构，跟踪颠覆性创新，并为初创企业提供与之匹配的支持。

（三）开展欧洲范围内合作和国际合作

一是强化多元合作，保护科学和研究自由及安全。加强同国际组

织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在日益激烈的地缘竞争和系统性竞争背景下，

一方面为科学和研究自由及科学家提供有效保护，防止威权国家对其

施加负面影响或非法获取敏感知识和技术，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风

险认知敏感度，为其制定和实施降低相关风险措施提供支持；另一方

面，加强与欧洲和国际价值伙伴之间的交流，确保对风险形成统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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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开展一致行动。

二是发展欧洲研究区，落实欧盟“欧洲地平线”研究与创新框架

计划。参与“欧洲地平线”计划和其他欧洲项目，更有效地同融入欧

洲创新社区和机制，实现本国资助项目与欧盟资助项目对接。

三是加强国际研究和创新伙伴关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科研合

作，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特色合作。和中国开展合作需审查科研

内容是否涉敏感技术，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研究人员在中国是否能对

等获取研究资源。

四是推进科学体系和高校体系国际化。联邦政府和各州科教部长

致力于继续完善高校国际化战略；支持德国及国际高校学生和科研人

员开展国际交流，为本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和合作伙

伴，以推进科学体系国际化。

（四）强化研究和创新参与

一是扩大经济界创新基础。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参与创新提供

多种支持，扩大中小企业参与创新途径；支持创新参与文化较薄弱地

区提升研究和创新潜力，开发以未来为导向的科研转化方法，并通过

欧盟机构基金资助其开展能力建设。

二是加大社会各界和相关行为主体参与研究和创新力度。发展创

新参与形式，如创建研究公民委员会或建立实体实验室；建立对话机

制，让各利益团体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涉研究和创新战略及倡议制定；

建立社会行为主体参与的磋商机制，以加强民间社会的创新驱动者和

塑造者作用。

三是扩大创新参与者范围。支持建立促进性别平等和多样性的科

研和创新文化，拓展创新参与群体。

（五）为顶级科研人才提供广泛资助

一是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改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现

代管理、人事和组织架构，为科研工作者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比如

对青年科研人员进行结构化培训，帮助其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

二是开发国际科研人员潜力。完善移民法，简化并加快移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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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度，扩大移民机会，进一步提升德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吸引力，以

在国际竞争中吸引并留住国际顶级人才。

三是加强专业人员未来能力培养。加强教授未来能力、数学、信

息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数字能力和数据能力，在各教育领

域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涉教育、科学和

研究领域的广泛数据文化，促进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融合。

（六）创建快捷的研究和创新政策

一是完善项目资助架构和程序，适应现代社会要求。进一步使科

研资助体系变得更加灵活、数字化程度更高；简化有关项目资助的法

律规定，简化并加快项目审批，让项目更快、更容易启动。

二是开展前瞻性行动。开发战略前瞻性工具，促进联邦各部委就

战略前瞻性进行交流，建立旨在加强跨部门合作的战略前瞻能力中

心；加强科学界、经济界、政界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深度对话；及早识

别科研和创新中长期发展趋势、风险、挑战、潜力、机会和实施可能

性。（王林）

参考资料

1. Stark-Watzinger: Die Zukunftsstrategie bildet das Fundament für di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https://www.bmbf.de/bmbf/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3/02/080223-Zukunftsstrategie.h
tml#searchFacets.
2. Zukunftsstrategie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https://www.bmbf.de/bmbf/de/forschung/zukunftsstrategie/zukunftsstrategie.html
3. Zukunftsstrategie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https://www.bmbf.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de/bmbf/1/730650_Zukunftsstrategie_Forschung
_und_Innovation.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德国科研与创新专家委员会提交 2023 年年度报告

2 月 15 日，德国科研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xpertenkommission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EFI）向总理朔尔茨正式提交《2023年度德

国科研、创新和技术能力评估报告》（Jahresgutachten zu Forschung,
Innovation und technologischer Leistung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2023）。

https://www.bmbf.de/bmbf/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3/02/080223-Zukunftsstrategie.html#searchFacets
https://www.bmbf.de/bmbf/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3/02/080223-Zukunftsstrategie.html#searchFacets
https://www.bmbf.de/bmbf/de/forschung/zukunftsstrategie/zukunftsstrateg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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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创新专家委员会由不超过六位在创新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的专家组成，自 2008年起每年评估德国科研创新状况，并提出年度

工作重点及行动建议，作为政府制定科研与创新战略的支撑。

本年度报告包含以下两部分重点内容。

一、当前科研与创新政策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一）“时代转折”中的科研与创新政策

在 2021年和 2022年年度报告中，专家委员会强调了科研与创新

对于能源转型、交通发展转型以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等社会重大转型的

重要意义。在该类科研与创新政策的任务因新冠病毒流行和俄乌冲突

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德国以研发和创新政策支持、协调即将到来

的重大转型，并在创新解决方案指导下的行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联

邦政府能否成功应对当前危机和转型挑战，也取决于能否通过适当的

决策过程和治理结构来实现政策灵活性。德国的科研与创新政策需要

进行“时代转折”，需要进行长远定位和战略规划，并明确优先事项。

（二）创建灵活的政府治理架构

为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迅速推进重大转型，同时兼顾保障本国经

济和企业竞争力，德国需采取一种新型、敏捷的政策风格及相应的政

府治理架构。政府内部须摒弃各自为政心态，各部委之间的合作须得

到改善。专家委员会建议联邦总理府设立政府创新与转型委员会；迅

速成立跨部委间工作组，将工作组成员整合至国务秘书（副部长）一

级；改革项目执行机构系统，将科研与创新政策计划与项目执行机构

相捆绑，并以更注重结果导向的方式使用项目资金。

（三）应对重大社会挑战

专家委员会指出，联邦政府应大力推行以新任务为导向的政策方

针。在联邦教研部“科研与创新未来战略”（Zukunftsstrategie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确定的 6项任务中，应以可衡量的转型目标为基础，

并在其中确定若干项指导性（细化）任务。各项指导性任务应设定路

线图，并在内容和时间上将各部委职责纳入其中。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能源安全和气候保护两项政策的目标或将出现对立风险。但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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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调，从长远来看，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有利

于能源安全和气候保护。

（四）缩小并避免技术落差

缺乏创新技术将无法掌控正在进行的转型，关键技术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德国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包括欧洲，在国际比较中并不

处于关键技术最前沿，关键技术在亚洲地区蓬勃发展。为避免在关键

使能技术领域2出现脱节，德国及其欧洲伙伴须掌握并加强关键使能

技术能力，并加强监管框架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德国应减少对中

国的依赖，在国内启动针对数字化治理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放弃现有

军用研究与民用研究严格分离的做法，以创造军民融合协同效应。

（五）消除创新（机制）障碍

当前多重危机给企业造成压力，使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并增加

科研型企业削减研发投资，甚至完全退出市场的风险。因此，科研与

创新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为科研型企业的新科研活动及继续从事研发

活动创造有效激励机制。当前法规和冗长的行政程序阻碍和减缓了创

新进程，德国政府可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推动科研与创新活动，通

过改善政策框架、创新激励机制（例如在数字经济和政府采购方面）

以及消除创新障碍等方式，推动科研与创新。

（六）保障熟练劳动力基数

德国确保熟练劳动力基数的压力目前已十分明显，该压力未来几

年内还将持续增加。受社会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大幅缩减影响，

阻碍科研与创新的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或将增多并加深。因此，德国

有必要更好利用现有熟练劳动力基数，并吸引外国技术劳力。由于人

口发生结构性变化，也有必要加强教育与职业培训。此外，还应加强

博士和博士后等科研人员的职业规划能力。

核心政策建议总结

1.建立政府创新及转型委员会；

2.将相关工作组成员整合至国务秘书（副部长）一级；

2 entsprechender Kompetenzen，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指纳米电子学、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系统、纳米

技术、光子学、工业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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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项目执行机构系统；

4.设定各项指导性任务的路线图；

5.避免（科技）知识无意识外流到中国；

6.重建行政数字化治理；

7.创造军民研究融合协同效应；

8.更充分利用实体实验室并对其进行系统评估；

9.为数字经济制定明确的规则；

10.提升科研人员职业规划能力。

二、2023年科研与创新政策核心议题

（一）老龄化社会中的创新

人口老龄化对德国保持创新能力构成威胁。未来老龄人口就业或

创业带来的创新贡献将越来越重要。为尽可能发挥老龄人口创新潜

力，专家委员会建议：

1.为老龄人口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使其基于自主意愿延

迟退休。

2.专家委员会认为，退休人员重新就业时无需进行（超出现有法

律限度的）特殊保护。可采用现有“无重大理由的固定期限合同

（sachgrundlose Befristung, §14 TzBfG）”范式予以规范，必要时也

可多次签订该类合同。

3.为支持中小企业招聘资深专家，应启动区域性或行业性招聘平

台并为其提供资助。

4.现有创业促进体系中应系统性纳入老龄人口创业模式，并消除

对老龄人口群体的成见。

德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日益数字化的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将同时影

响社会凝聚力，保障老龄人口最低限度的数字化水平是社会参与的基

础条件。此外，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资金问题，对此

专家委员会建议：

1.老龄人口的数字参与条件须得到改善。除加强宽带网络建设

外，应采取系统性措施提升其数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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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并将其与针对老年人的全面支持服

务相结合，重点是使其具备数字技能。

3.为最大化利用数字创新，医疗与护理专业人员需具备全科以及

专科类别的数字技能。医疗技术发展应系统性纳入护理教育课程中。

4.迅速实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中有关促进创新改革的内容，例

如有关联邦联合委员会的内容。

（二）技术交易市场

技术交易市场中的技术知识以知识产权（例如专利）形式进行交

易。技术交易市场有利于知识产权利用，并激发科研及开发投资意愿。

但当前德国相关市场运作受诸多障碍限制，技术交易市场参与主体难

以找到交易伙伴或准确评估知识产权价值。为激发技术知识交易和市

场运作中的创新潜力和价值创造潜力，专家委员会建议：

1.为降低搜索和交易成本，实现交易双方更好匹配，应进一步加

强建设专利部门（德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局）的公共免费数据库，

例如在其中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功能等。

2. 在 专 利 机 构 中 建 立 联 邦 政 府 “ 初 创 企 业 战 略

（Start-up-Strategie）”设想的交易数据库。

3.联邦政府应发起信息宣介活动，以为潜在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

更多与数据库相关的信息。

4.提升知识产权所有权交易情况透明度，降低潜在卖方的交易成

本。为交易方提供更有力的激励措施，推动交易方更集中、迅速地在

德国专利商标局登记所有权交易事项。

5.对于不具约束力的专利开放许可意愿声明，应以降低专利续展

费的方式提供财政支持。

6.低门槛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对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应延续并拓展

现有鼓励专利开发和利用的措施，例如继续实施“WIPANO计划”。

7.为加快技术转让，应制定合同标准范式，并考虑其中所有交易

主体的利益。

8.为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和经济性利用，应进一步提升技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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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利利用的专业性，使其更符合企业开发特点，更具市场竞争力。

（三）介于新旧空间（概念）之间的德国航空航天事业

近几十年来航天飞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迅速变化。21世纪之前

航天飞行主要由国家运营，目前由私营主体强力推动的航天飞行经济

正在蓬勃发展。基于航天飞行对经济、社会、以及对维护技术主权的

重要意义，当前国家主体仍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德国和

欧洲的航天工业发展环境受单一国家和多个国家利益交互影响，资金

状况复杂多样，且德国在该领域的未来监管框架面临不确定性。鉴于

航天飞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专家委员会建议：

1.联邦政府须迅速通过并实施新的航天飞行战略；

2.联邦政府须建立适应性（管理）结构，通过部门间合作以实施

并进一步完善航天飞行战略；

3.制定国际空间法，对航天飞行活动的批准、监督，航空器的登

记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事项进行规定；

4.德国航天局应将实施上述法律的基础设施纳入其中，并脱离德

国宇航中心（DLR）成为独立主体；

5.民用和军用航空主体应加强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和运营方面的

合作，并通过共同使用以开展协作；

6.联邦政府应考虑与航天企业签订有明确规定且保持技术开放

的锚定大额租赁合同（Anchor tenancy contracts，指长期大额类型），

并与空间机构进行协调；

7.航天飞行领域的技术主权问题需在欧盟层面进行考量，以使效

率损失降到最低；

8.联邦政府应在欧盟层面开展游说，以确保欧洲航天网络使用的

关键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保护；

9.基于效率标准，应研究是否可放宽欧洲空间局融资管理措施中

的“地域回报”（Geographic Return）原则。（赵克柔）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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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fi.de/fileadmin/Assets/Gutachten/2023/EFI_Gutachten_2023.pdf.

联邦教研部拟多举措推动癌症研究

近日，值世界癌症日之际，联邦教研部（BMBF）在“未来 X变革

论坛”（Zukunftsforum Future X Change）上宣布了新的抗癌研究资

助方案。

联邦教研部表示，德国每年约有 50万人罹患癌症，且呈不断上

升趋势。鉴于一流的研究是抗击癌症的最佳手段，联邦教研部将进一

步推动跨学科、合作型和均质化的癌症研究。具体举措包括：

一、与德国癌症援助组织（Deutsche Krebshilfe）开展合作，

推广风险适应性预防（Risikoadaptierte Prävention）措施和早期

诊断新方法。风险适应性预防致力于为个体提供非普适性的早期预防

与诊断，预计将获得 1400 万欧元资助。

二、呼吁各方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探索新的诊治手段，有针对性

地解决迄今尚未破解的癌症疑难问题。目前，在“国家抗癌十年”倡

议框架下，最多将有两个研究团队以创新竞赛行式获得资助，主要研

究涉及肿瘤转移、免疫治疗和肿瘤环境的前瞻性癌症解决方案。

三、扩建德国国家肿瘤中心（Nationale Zentrums für

Tumorerkrankungen, NCT）。目前，德国在海德堡和德累斯顿建有国

家肿瘤中心，并拟在柏林、科隆/埃森、图宾根/斯图加特/乌尔姆以

及维尔茨堡（含位于埃朗根、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的合作伙伴）建立

新的国家肿瘤中心，促进研究结果更快应用于临床。联邦政府和相关

州政府将按 9 比 1的比例出资开展相关建设。

四、完善科研与应用合作机制。强化科研机构与大学附属医院、

普通医院和肿瘤诊所等医疗机构之间的联系，将更多的患者纳入临床

研究；尝试在示范地区内开展相关试验并在全德范围内传播成功经

验。

相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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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教研部于 2019 年发起“国家抗癌十年”倡议，并对德国癌

症研究的核心参与者进行整合，打造由卫生部（BMG）、德国癌症研究

中心（DKFZ）、德国癌症援助组织以及两个患者组织组成的联盟。联

盟和其他 17 个相关机构一起组成“国家抗癌十年”战略委员会

（Strategiekreis），推动癌症研究。委员会现任主席为联邦教研部

议会国务秘书马里奥·勃兰登堡（Mario Brandenburg）。（喻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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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rk-Watzinger: Wir wollen die Krebsforschung auf neuen Wegen voranb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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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部署、减少需求

——德国拟采取紧急措施应对中小学校教师短缺

1 月 27 日，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KMK）与下设常设科学委员会

（SWK，以下简称“常设科学委员会”）就应对中小学教师严重短缺拟

采取措施发表声明。声明表示，和专业人才普遍短缺一样，教师短缺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问题，未来也很难培养足够师资。鉴于此，常

设科学委员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应对教师严重短缺：一方面通过暂时

限制兼职、返聘退休教师和减轻非教学工作等措施充分发挥现有师资

潜力，另一方面应尝试减少对教师的需求，例如在高年级推广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分配更多自学时间、从初中开始进行灵活的班

级编排等。常设科学委员会强调，紧急措施临时应对师资短缺，长期

来看，新的课程组织形式以及师资培训与吸纳尤其必要。

柏林教育、青少年和家庭事务部长兼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主席阿

斯特里德-萨宾娜·布涩（Astrid-Sabine Busse）表示，声明科学地

https://www.bmbf.de/bmbf/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3/02/020223-FutureXChange.html
https://www.bmbf.de/bmbf/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23/02/020223-FutureXChange.html
https://www.dekade-gegen-krebs.de/de/wir-ueber-uns/aktuelles-aus-der-dekade/_documents/weltkrebstag_2023.html?nn=474168
https://www.dekade-gegen-krebs.de/de/wir-ueber-uns/aktuelles-aus-der-dekade/_documents/weltkrebstag_2023.html?nn=474168


22

分析了中短期系统性应对全国教师严重短缺的可能性，一些措施也已

在部分联邦州或学校推行，其他措施则有待学校反馈。新冠病毒流行

及当下的其他危机都对教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教师这一职业的未来

吸引力也取决于当下采取的措施。高质量教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高

素质教师则是重中之重。各州正多渠道招聘新教师，多手段减轻教师

负担，并对非师范生的系统性资质认定进行长期规划。

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学和教育发展研究学教授、常设科学委员会主

席菲利西塔斯·蒂尔（Felicitas Thiel）对教师短缺现状表示担忧。

蒂尔表示，德国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教育趋势报告

（IQB-Bildungstrend）显示，越来越多孩子在四年级末还未达到德

语和数学的标准水准，师资短缺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一些地区甚至

无法保证基本的教学活动，教学质量也受到影响。德国社会不能指望

通过聘用大学生和非师范生解决问题，而应向现有师资分配助教并构

建新的课堂组织形式。

常设科学委员会建议具体如下：

一、限制教师兼职，返聘退休教师

目前德国有 49%的教师存在兼职现象，这些教师的兼职时间和所

有教师的休假时间或将受到一定限制。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常设科学

委员会强调通过利用现有师资来缓解教师短缺问题，希望教师能够在

工作内外实现平衡。与此同时，一些州也在尝试返聘退休教师，以缓

解现状。

二、减轻教师教学工作以外的负担

适当减轻教师教学活动以外的负担，例如教学环境和信息设备的

维护等。实习生或助教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承担批改作业等教学活动，

但课堂教学应由具有资质的教师承担。

三、对中学班级规模进行灵活编排

在德国，班级规模的扩大广受争议，大班教学对教师是巨大负担。

研究表明，各州各校的班级规模各不相同，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影

响不大。在此背景下，为缓解师资需求，学校可在合规前提下尽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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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班教学，且不排除在初中阶段暂时提高班级规模上限的可能性。

四、倡导混合教学模式与自学

针对高年级，常设科学委员会建议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并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数字化教学在此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这也要求学生们具备一定自学能力并拥有高质量的学习资源，两者恰

恰都需要优秀师资的前期铺垫。（喻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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