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人社部发【2011】91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
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根据我国博士后事业发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进一步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发挥博士后制度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
伍、培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规划。
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形势
博士后制度是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十一五”期间，我国
博士后事业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坚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断深
化制度改革，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促进
学科交叉、产学研相结合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博士后制度已经成为各地区培养、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成为把企业建成技术
创新主体的重要平台；成为高校、科研院所筛选、补充师资和科研人员的重要来源。博士后研究
人员已经成为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群体。
“十一五”期间，我国博士后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博士后工作设站规模和覆
盖面，提高了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标准和基金资助强度，健全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评估
制度，新增了特别资助和国内外博士后学术技术交流项目，博士后制度不断完善、资金投入不断
加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服务不断加强。截止 2010 年底，全国共 415 个单位设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146 个，比“十五”期末增加 783 个，增幅达到 57.45%，设站单位包括了全
部“985”高校和绝大部分“211”高校、各主要科研院所。共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158 个，
比“十五”期末增加 840 个，增幅达到 63.72%。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80661 人，比“十五”
期末增加 43180 人，增幅达到 115.21%。五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博士后事业 17.36 亿元，是
“十五”期间的 4.90 倍。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对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博士后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与新情况、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博士后研究项目与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结合不够紧密；博士后研究人员创新能力不够强、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科研团队中的比例还偏低、作用还不够突出，博士后的人才引进作用还不够明
显；博士后研究人员国际交流不够广泛、国际化水平不高；博士后考核评估机制与服务体系建设
有待加强和改进等。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博士后工作要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
出的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渠道，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的新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研究博士后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
在新的起点上更好推进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改革完善制度，着力提高质量，
优化布局结构，鼓励多元投入，健全服务体系，造就创新人才，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跨学科、复合
型和战略型博士后人才队伍，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相统一。在稳步扩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规模，增加
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规模的基础上，把质量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优化布局结构，着力提高
质量。
2.坚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坚持在培养中用好人才，在使用中培养人才。加强博士后与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的结合，使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在成长过程中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坚持流动站和工作站发展相协调。发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基础研究、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的协调发展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引导优秀
博士后研究人员为企业技术创新做贡献。
4.坚持完善制度和强化服务相促进。改革和完善博士后制度，发挥博士后制度优势，充分调
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完善博士后服务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服务，以改革完善制
度促进服务体系建设，以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博士后制度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体
制机制。
（三）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博士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着力提高博士后研
究人员培养质量；稳步扩大博士后的覆盖面和规模；完善博士后服务保障体系，将博士后研究人
员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博士后工作的投入，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扩大国内外学术交
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和外籍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力度，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科研团队中
的比例和贡献率，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1.进一步扩大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规模。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人数每年递增 10%，到 2015
年，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达到 1.7 万人，比 2010 年提高 60%左右。
2.进一步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博士后工作的覆盖面。到 2015 年，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增加 600
个左右，比 2010 年提高 28%。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科研团队中比例达到 10%。
3.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师资和科研人员的重要来源。到 2015 年，重点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引进教师和科研人员时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人员的比例达到 30%。
4.稳步扩大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规模。到 2015 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加 700 个左右，比 2010
年提高 32%。企业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占当年全国总招收人数的 30%。
5.加大财政投入。国家对博士后日常经费投入比例占当年进入流动站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并向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倾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
期间，国家财政对博士后事业的投入比“十一五”有较大提高。
专栏 1：“十二五”时期主要指标
指标
博士后研究人员年招收人数（万人）

2010 年 2015 年
基数

目标

1

1.7

属性
预期性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个）

2146

2746 预期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数（个）

2158

2858 预期性

企业博士后占当年全国总招收数的比例（%）

16

30

预期性

博士后在科研团队中比例（%）

4

10

预期性

博士后在重点单位人才引进中的比例（%）

12

30

预期性

三、政策措施
（一）改革完善制度
根据我国博士后事业发展情况和培养目的多样化趋势，进一步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增强制
度的灵活性与吸引力。健全完善国家、地方（部门）和设站单位分级管理体制，形成责权明晰、

分工科学、协调高效、机制灵活、管理规范的博士后工作分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博士后
工作制度创新，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博士后管理创新试点，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坚持以用为本，健全充分发挥博士后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主体作
用；强化博士后评估工作，形成科学、高效的评估制度；加强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考核工作，建
立健全客观、科学、高效、公正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考核办法；严厉惩处各种科研学术不端行
为，加强科研学术道德建设。
专栏 2：博士后工作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国家、地方（部门）和设站单位的分级管理体制。国家主要负责
总体规划、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监督管理，设站审批、评估、表彰、培训等
工作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研究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措施，加强对本地区博士后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设站单位负责博士后招
收与管理的具体事项。有关部门可以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负责本部门博士后
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目前，已在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博
士后工作管理体制改革。“十二五”期间，将在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继续推进博士后工作管理体制改革。
（二）优化布局结构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要开展增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工作，新设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向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国家重点发展的学科倾斜，新设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产业倾斜。
逐步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队伍中的比例和作用，逐步形成有条件的重
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师资和科研人员主要来源的用人机制。支持设站单位稳
步扩大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规模，形成通过博士后制度选人、用人的机制。
（三）着力提高质量
发挥合作导师在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培养、质量管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合作导师在
博士后培养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合作导师可根据科研项目的需要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延长博
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时间。
加强博士后研究人员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结合，扩大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平台招
收博士后规模，推进科技创新。逐步理顺科研团队的构成结构，确立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团队中的
中坚作用，使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国家级科技平台科研队伍中的一个重要层次。
加强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出站考核的监督、检查力度，规范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出站考核工作。
加强以创新性科研成果和创新性思维能力为核心评价标准的博士后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建设。健全
完善博士后研究人员退出机制，对考核不合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做退站处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明确退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户口、档案等迁转，解决博士后研究人员滞站问题。
（四）加强流动站、工作站建设
发挥设站单位在博士后培养和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合同管理，明确博士后研究人员、合
作导师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各方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权责不清而造成的
矛盾或冲突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干扰和消极影响。
坚持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工作站的实质性联合，通过科研项目促进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
工作站之间的联合，加速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科研、产品开发能力和研发
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深化产学研结合的新机制、新模式，打造以博士后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企业核
心研发团队。

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评估工作，建立科学、高效、规范、专业的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工作站）定期评估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坚持优胜劣汰。对评估不合格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提出警告并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或不具备继续开展博士后工作条件的，坚决予以撤销。
专栏 3：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评估
定期开展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评估工作，建立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博士后
工作质量，推动博士后事业健康发展。评估工作分为新设站评估和综合评估：对
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在设站满 3 年时开展新设站评估，评估结果
分为合格、不合格 2 个等级；对设站 3 年以上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每 5
年开展一次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级。
（五）大力加强企业博士后工作
坚持扩大企业博士后招收规模，适度提高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比例，优化博士后人才队伍结
构。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更多经费，支持企业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引导更多高层次创新型
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
改进对企业博士后的考核评价机制，更加注重获得专利、发明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能力，按规定对
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奖励。
加大中央企业博士后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中央企业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加强非公有制经
济领域和中小型科技企业博士后工作。通过加强高新区、开发区、创业园博士后工作，建立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开展项目博士后工作等多种途径，统筹为规模较小、有创新需要的科技企业提
供博士后工作服务。
（六）健全服务保障体系
加强博士后服务窗口建设，健全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建设博士后交流服务系统，形成功能
齐全、高效便捷的博士后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将博士后研究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
系，完善博士后研究人员各种社会保障。投入一定经费，在博士后研究人员比较集中、博士后公
寓严重不足的城市分批集中建造一些博士后公寓，缓解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流动期间住房不足问
题，使博士后研究人员真正做到安心科研、有序流动。
四、重点项目
（一）博士后经费投入支持计划
中央财政对博士后日常经费和科学基金的投入逐年增加，支持各单位扩大博士后研究人员招
收规模，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科研团队中的比例和贡献率。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和部门加大对
博士后工作投入力度，激励社会民间资本投入博士后培养事业，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经费投
入机制和激励机制。优化博士后学科分布结构和经费投入结构，调整各学科领域博士后人数和经
费投入比例，加强国家对各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博士后培养的经费支持力度。
专栏 4：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经费资助
“十二五”期间继续实行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经费资助，标准为每人每两
年 10 万元。2010 年，国家资助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指标数为 2550 名，占当
年全国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总数的 24.15%。“十二五”期间，国家资助博士后研
究人员计划指标数增加到当年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
左右；各地区、各部门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日常经费资助金额也要相应增加。
改革和完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办法》，突出对博士后创新人才的资助，扶持博士后
研究人员开展创新研究；基金资助适当向基础性、原创性、公益性项目倾斜，向企业博士后倾斜。
以中央财政拨款为主导，通过多层次配套、多元化投入保持博士后基金资助水平平稳增长，资助
强度稳步提高。推进基金资助工作的信息化，提升基金资助及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完善基金
评审机制，进一步规范基金资助经费的使用，实施基金资助效益评估，不断提高基金资助效益。

专栏 5：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分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两种类型。特别资助标准为每人 10 万
元，面上资助分 5 万元和 3 万元两档。2010 年，共资助 4191 人，资助金额达到 1.86
亿元。“十二五”期间，将加大中央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多元投入，保持基金资助
规模平稳较快增长。各地区、各部门也要相应加大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科研资助力
度。
（二）博士后国内外学术交流计划
加大博士后学术交流力度。扩大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规模，聘请各行业、各学科一流专家与
博士后研究人员交流，提高交流质量和水平。鼓励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开展小规模的
学术交流，在交流中创新创造。形成国家、地方政府（部门）、设站单位三个层次的学术交流平
台。
加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推进博士后国际化，探索创新国际联合培养博士后的新机
制、新模式。开展“香江学者计划”，从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选派部分优秀博士后研究人
员赴香港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交流计划，加大外籍博士后招收力度，加大
吸引留学博士回国从事博士后工作力度，继续对留学回国博士给予专门资助。在科研团队中逐步
加大外籍（境外）和有留学经历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规模。
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参与国际合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鼓励有条件的设站单位同
海外高水平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合作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在保证交
流畅通的基础上，规范交流程序，防止人才和技术流失。
专栏 6：香江学者计划
“十二五”期间，实施“香江学者计划”。每年从国内重点高校、科研院
所选派 50 名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赴香港高校，在港方合作导师指导下，开展为期
2 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重点培养基础研究、生物医学、信息技术、农业、新能源、
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专业领域人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资助每人 30 万元人
民币，港方资助 30 万元港币。
（三）博士后人才交流与科技项目洽谈计划
加大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博士后人才交流与科技项目洽谈会力度，对成效比较好的洽谈会给
予一定的经费资助，支持其长期开展博士后洽谈工作。
鼓励支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博士后人才引荐、项目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博士后科技
服务团、博士后挂职锻炼等活动。加强对全国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研究会、各地博士后联谊会、
博士后工作协会等组织的指导工作，发挥他们在博士后交流与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
专栏 7：博士后人才交流与科技项目洽谈会
开展博士后人才交流与洽谈活动，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招收博士后研究
人员、博士后就业引荐、博士后学术技术交流和科技项目洽谈提供服务。“十二
五”期间，将不断扩大博士后人才交流与科技项目洽谈会覆盖面和规模，形成国
家、地方、行业多层次的博士后人才交流与科技项目洽谈平台。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对博士后“十二五”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博士后工作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性和独特作
用，把博士后工作作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战略部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总结“十一五”期间
成功经验和做法，按照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方针，
加强对实施博士后“十二五”规划的领导，落实本地区（部门）博士后事业发展任务。
（二）营造实施博士后“十二五”规划的良好环境

要大力宣传博士后制度政策，宣传博士后工作成效，使全社会关心重视博士后工作。要加强
博士后工作力量，各设站单位要在明确博士后管理工作责任、健全博士后工作制度基础上，形成
完整的博士后管理工作机制，确保博士后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日常化。要切实加强人员培训，
深入开展政策理论学习，探索博士后培养使用的新举措，创新博士后管理方式方法，提高管理服
务水平，形成落实博士后“十二五”规划的良好环境氛围。
（三）落实实施博士后“十二五”规划的责任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有关部门要把博士后工作纳入人才工作总体规划中，把博士后“十
二五”规划的责任和任务分解落实，密切配合，协调推进，制定实施规划的具体措施，建立对博
士后工作日常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的落实。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为全面实现本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
各级博士后工作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博士后工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领导，协调各方力量，保证规
划的落实，为全面实现“十二五”期间博士后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