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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 14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

会议在南京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非线性振动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

制专业委员会协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航

空学院、江苏省力学学会承办的第 17 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 14届全国非线性动

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10 至 12 日在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

院士胡海岩教授担任会议主席，北京工业大学张伟教授、石家庄铁道大学党委书

记杨绍普教授担任会议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力学处雷天刚处长、白坤朝

副处长，综合与战略规划处张攀峰副处长，以及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

的 1235 位包括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内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5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理论与应用力

学联盟（IUTAM）理事胡海岩教授致开幕词，指出当代力学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对致力于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青年学者提出了殷切期盼；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校长聂宏教授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词，指出学校高度重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力学的发展；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暨协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

专业委员主任、石家庄铁道大学杨绍普教授，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非线性振动专业

委员会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张伟教授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会议为 10 位优秀

论文获奖代表进行了颁奖仪式。 

本次会议重点围绕创新国家建设中涌现出的非线性振动、动力学和运动稳定

性等基础和应用基础及工程应用研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石家庄铁道大学

杨绍普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陕晋军教授、清华大学张一慧副教授、广州大学文

桂林教授、天津大学柯燎亮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青云教授、西南交通大学

李映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文明教授、上海大学李常品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刘先斌教授分别作了“高速动车组走行部关键部件服役性能演化研究”、“压

电驱动高精度定位系统非线性动力学建模及控制”、“力学引导的微尺度三维结

构组装及相关动力学问题”、“平面镜成像光学本质：莫比乌斯带阵列偏振奇异

性”、“功能梯度梁振动的几个基本问题”、“帕金森疾病的建模分析与调控策

略”、“石墨烯增强多孔复合材料自旋壳动力学研究”、“智能材料结构与微纳

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分数阶动力学及其应用”、“基于大偏差理论的非线

性随机动力学研究新进展”的大会报告。 

会议正式代表 1235 位、收录论文摘要 715 篇；口头报告 621 个、海报展示

113 个；参评优秀论文 110 篇、遴选青年学者优秀论文 10 篇。本次会议代表人

数创历届新高、首次设立优秀论文奖。 

特别鸣谢：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工程动力学与控制”江苏省青蓝工程创新

团队。 

发布日期：2019-05-21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暨第十一届江苏

省大学生力学竞赛顺利举行 

（摘自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

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主办，旨在培养

人才、服务教学、促进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增进青年学生学习

力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力学创新人才，为青年学子

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平台。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第十二届全国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暨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江苏省

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江苏省力学学会与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承办，于

2019年 5月 19 日在南京、徐州和无锡三个考点顺利举行。在各校选拔的基础上，

共有来自全省 45 所学校的 2850 名本科学生及 24 所学校的 569 名高职高专学生

报名参赛。 

竞赛当天，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调研员王建军，江苏省力学学会秘书长邬萱，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竞赛工作组组长陈建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处长孔垂谦和江苏省力学学会有关领导对南京考点情

况进行了巡视，并对送考老师进行了慰问。王建军详细询问了竞赛的组织工作，

以及江苏高校历年来在全国的参赛和获奖情况，他对江苏高校多年来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并预祝同学们在本届竞赛中取得

更加优异的成绩，为江苏争得更多的荣誉。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暨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生

力学竞赛主办方成立了专门的竞赛组委会和竞赛工作机构，承办方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由主办方和承办方

参加的竞赛组织协调会，确保竞赛工作顺利完成。在本届竞赛中，各考点考务组

织严密，措施到位，安排有序，受到江苏省教育厅、竞赛主办方和参赛学校师生

的肯定和赞扬。 

本届竞赛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推动江苏的力学教学改革、促进江苏力学教

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委：坚决抵制“撒网”式“打招呼”等现象 

（摘自科学网） 

目前，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据了解，今年还是有项目

申请人在通过各种途径打探项目评审信息，“撒网”式“打招呼”现象仍然存在。 

此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申请人、

依托单位、评审专家和委内工作人员签订“四方承诺”，进一步加强评审纪律建

设。 

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有关评审专家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深

入了解项目评审工作的进展，以及各主体将在保证评审工作公平公正上作出哪些

努力。 



《中国科学报》：您作为今年的评审专家，是否收到了有关项目评审“打招

呼”的信息？ 

评审专家 A：“打招呼”问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仍然存在。不

同的是，以前我作为评审专家常常收到来自申请人、依托单位或其他请托人寻求

支持的短信或电话，针对性较强，其中许多人显然是知道我在评他的项目。现在

这类短信或电话少了，这说明今年评审信息保密工作水平明显提升，管理者和专

家的纪律意识显著提高。而“撒网”式“打招呼”的电话依然存在，所谓“撒网”

式，就是不知道专家是谁，对可能的人都试探性地打招呼，对评审工作造成很大

的干扰，应予以遏制。 

评审专家 B:我们在基金评审过程中，尤其是大项目和人才项目的评审中，

或多或少会受到“打招呼”等行为的干扰，但请相信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屏蔽这些

干扰，尽到评审专家应尽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当前基金项目评审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郭建泉：在评审环境不断改善的同

时，我们注意到一些干扰和影响评审工作的因素仍然存在。部分申请人仍存有找

关系比不找关系更容易获得项目资助的错误想法，还有极少数项目申请人广撒

网，漫无目的地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请托、打招呼”，打探项目评审的进展情况。

此外，还有个别社会人员冒充评审专家给项目申请人打电话，声称知道项目评审

的关键信息，愿意有偿提供帮助。申请人接到此类电话后主动向我们进行了反映。

我们已将这些情况向公安部门报案。 

《中国科学报》：为保证基金项目评审的公平公正，下一步基金委还要采取

哪些措施？ 

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副主任朱蔚彤：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内部工作人

员，要严格按照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要求，规范工作程序，坚决抵制“请托”与弄

虚作假，确保评审质量，同时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坚决与“围猎”现象作斗争，

保证评审工作科学、公平、公正。 

郭建泉：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通讯评审，我们正在酝酿随机选取部分通讯评

审专家，以合适的方式请他们将“请托、打招呼”的依托单位、申请人及其相关

信息提供给我们。 

就马上要开展的会议评审，我们正在优化和改进驻会监督方式，以方便会议

评审专家将“围会、请托”等不诚信行为人和单位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我们。收集

到这些问题线索后，我们将依规认真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和责任单位。对于其中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线索，还将按照管理权限移送纪检监

察部门查处。 

《中国科学报》：自 2018 年开始实行“四方承诺”以来，在推进基金项目

评审的公平公正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局长王长锐：项目评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

的关键环节，科学性和公正性是评审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四方承诺”自 2018

年推出以来，进一步提升了各方人员遵纪守信的意识，在营造风清气正的评审环

境和良好的学术生态上取得明显成效。 

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冯雪莲：两年来我们进一步加强评审

系统权限管理，更加注重评审信息的保密，严格执行回避与保密制度。比如，今

年就有通讯评审专家因利益相关主动向我们提出回避某项评审的要求。这说明评



审专家对自己的个人声誉更加看重了，反映出我们的评审环境确实得到了优化，

评审专家的责任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了。 

郭建泉：总体来说，科学基金的评审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为确保科学基金评

审质量和公正性提供了有效支撑。今年以来，投诉不公正评审和信息泄露的举报

明显减少。 

 

 

 

学术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通知（第三轮）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为了交流实验流体力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流体力学实验新技

术，推动学科发展和交叉融合，促进实验流体力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经中国

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于 2019 年 7 月 11-14 日在天津召开第十一届全国实

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实验流体力学专

业组主办，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天津市现代工程力

学重点实验室承办。 

会议包括大会邀请报告、分会场报告和墙报展示，欢迎从事该领域的专家、

学者、科技人员和研究生踊跃投稿参会，会议评选优秀青年论文奖、优秀青年报

告奖和优秀墙报奖（各 5名）并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并将优秀论文推荐至《气

体物理》优先发表；《实验流体力学》2019 年第 5 期以专刊形式对符合期刊要

求的论文进行刊发，刊发论文不另外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任何费用。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实验流体力学专业组； 

承办单位：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天津市现代工

程力学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气体物理》期刊编辑部 

《实验流体力学》期刊编辑部 

《力学学报》期刊社 

北京镭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立方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欧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麦迪光流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萌恒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廷测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美国 TSI（提赛环科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普朗特（天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南森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二、会议内容及主题（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流体力学实验测量技术及其新进展 

流动显示技术及应用 



微流动、生物流动、工业流动、化学反应与燃烧中的实验测量技术及应用 

实验流体力学在其它工程中的应用 

流体力学实验教学 

三、会议邀请报告： 

乐嘉陵，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胡晖，爱荷华州立大学，航空宇航工程系 

李晔，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天舒，西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系 

彭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邱惠和，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 

孙超，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杨越，北京大学，工学院 

周裕，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四、会议重要日期 

1、会议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9 年 5月 15日；（摘要模板见附件） 

2、摘要录用通知日期：2019年 5月 20日前； 

3、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19 年 6月 10日；（全文模板见附件） 

4、会议优惠注册截止日期：2019 年 5月 30日； 

5、会议报到日期：2019年 7月 11 

6、会议日期：2019年 7月 11日-14日 

五、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见附件 

会议无补助，参会人员的往返旅费、餐费、住宿费自理； 

本次会议由天津学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并开具相关票据。注册费

汇款对公帐号： 

开户名称：天津学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 

汇款帐号：12050165500000000491 汇款清注明：姓名+手机号 

六、会议注册投稿要求： 

1. 在 线 注 册 投 稿 ， 注 册 投 稿 网 址

http://meeting.tjxuechuang.com/mobile 

2. 温馨提示：目前投稿系统一个注册账号仅能提交一个文件，若一人投多

个文件，可用压缩包提交或用邮箱投稿，稿件接收邮箱为：cwy63@hebut.edu.cn

和 sunjiao@hebut.edu.cn。 

3.投稿内容不得涉密，提交稿件涉密责任自负。 

七、会议地点： 

天津社会山会议度假酒店群（天津市西青区天津南站知景道 198号） 

会议地点距天津南站直线仅 600 米，酒店专用穿梭巴士实现天津南站到酒店

无缝接送。天津站可乘地铁 3号线直达天津南站；天津西站可乘地铁 6号线或 1

号线，转 3号线到达天津南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可乘地铁 2号线，转 3号线到

达天津南站。 

八、报到与现场注册： 

2019 年 7月 11日全天在酒店大厅接待报到、注册。未提前注册的参会者，

提供现场注册。    

http://www.cstam.org.cn/article/201608.html


九、会议组织机构 

1、指导委员会 

乐嘉陵 魏中磊 魏庆鼎 许宏庆 明晓 柳漪年 李战华 陈德华 

王晋军 李存标 刘沛清 杨基明 张新宇 尚晓东 姜楠 

组织委员会 

主任：康琦 

委员：陈军 代钦 何枫 黄湛 刘应征 刘赵淼 施红辉 徐丰  张华 

3、会务组 

主任：姜楠 

成员：陈文义、孙姣、唐湛棋、马兴宇、范赢 

秘书长：陈文义（电话：13207619893；Email:cwy63@hebut.edu.cn) 

会务组：孙姣（电话：13602062166； Email:sunjiao@hebut.edu.cn） 

唐湛棋（电话：13920849835；Email:zhanqitang@tju.edu.cn） 

马兴宇（电话：16622381054；Email:xingyuma@tju.edu.cn) 

范赢（电话：17721126610；Email:sinofany@126.com） 

十、其它注意事项 

1、确认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填写会议回执于 2019年 5 月 15日前注册提交。 

2、7 月是天津的旅游旺季，机票、火车票非常紧张，请各参会代表提前预

订好往返车票、机票。如有其它事项，请与会务组联系。 

第十一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参会回执 

第十一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摘要投稿简则 

第十一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模板 

 

招生招聘 

PhD position in “Multi-scale Multi-Physics simulations of 

Shape Memory Composites 

job 

Shape Memory; Multiscale; Multiphysics 

Context 

As part of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between different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iege 

(Belgium), there is an open position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numerical models for shape 

memory composite. 

PhD opportunity 

The project will be supervised by Prof. L. Noels of ULg (http://www.ltas-cm3.ulg.ac.be/). The 

position is that of ea PhD student for renewable periods of 12 months starting immediately 

Profil 

http://www.cstam.org.cn/article/201608.html
http://www.cstam.org.cn/article/201608.html
http://www.cstam.org.cn/article/201608.html
http://www.ltas-cm3.ulg.ac.be/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 master degree in sciences or engineering with solid knowledge 

of physics, mechanics, and numerical methods. Good programming skills are required 

Application 

Interested candidat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y sending 

• a CV with a list of up to 3 references; 

• a short statement (maximum of one page) describing past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interests; 

• a transcript of the school grades 

to Prof. L. Noels (L.Noels@ulg.ac.be) by e-mail.、 

PhD studentship available at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job 

funded PhD positi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A PhD studentship is available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The work will be dedicated to the discrete element modeling of pellets' compaction in 

orodispersible tablets. 

The project is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Kingston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nd also th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The student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facilities and also to the relevant facilities to obtain experimental data for 

validation of the developed numerical model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or expect to obtain) a first or second class UK honours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relevant subject areas (e.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 or Physics). A strong background in programming skills in Fortran/C/C++ (or 

willingness to learn) is required. A Master's level qualification on numerical modeling 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is 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midnight Sunday 19 May 2019 

Expected start date for the studentship: Late September 2019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osi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please visit 

https://www.kingston.ac.uk/research/research-degrees/funding/phd-studentships-2019/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Dr Payam Khazaeinejad at 

p.khazaeinejad@kingston.ac.uk. 

L.Noels@ulg.ac.be)
https://www.kingston.ac.uk/research/research-degrees/funding/phd-studentships-2019/
p.khazaeinejad@kingsto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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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载荷识别的非迭代法研究 

余波，吴月，聂川宝，高强 

周期性正弦凸起凹凸板等效刚度的研究 

冯岩，杜国君，沈振兴，王宓晓 

纵向磁场激励下简支输流微梁的动力学行为研究 

江鹏飞，闫妍，王文全 

功能梯度梁在热-机械荷载作用下的几何非线性分析 

王雪，赵伟东 

改进的非协调广义混合单元及性能分析 

赵直钦，卿光辉 

泥质盐岩单轴蠕变寿命研究 

许宏发，马语卿，杨耀然，吕亚茹，耿汉生 

网络精华 

科研仪器共享：不能“重物轻人” 

（摘自中科学网） 

高端科研仪器的使用和开放共享，并非只是简单的“开门迎客”。用户不仅需要实验结

果，还需要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促使仪器运营人员的角色从过去的“数据提供者”向“问

题解决者”转变 

花费大笔经费购入的高端科研仪器，如何才能用得更好？不久前，笔者到中科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采访，感受颇深。去年年底，在科技部对 21 个部门 373 家单位 3.4 万台（套）原

值 50 万元以上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情况的考核结果中，这个所的平台以服务总机时 154182

小时和对外服务机时 24749 小时名列第一。 

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高端仪器为何能用起来，用得这么高效？答案很简单——对科研仪器

运营维护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 

针对科研目标，先聘人才、再购仪器。这样可以让项目首席技术专家根据科研目标需求，

对仪器设备先进行调研和规划，从而避免盲目购置带来的仪器闲置、资金浪费；合理配置实

验技术人员岗位，建立专业化、职业化技术服务队伍，通过技术研发带动技术服务水平的提

高，生物物理所借此将冷冻电镜的使用效率提升了一倍……重视“人”的因素，发挥人才创

新活力，高端科研仪器高效运转，成为推动科学探索和突破的“利器”。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å��å¦å�¨æ��/45-4.htm%23《力学学报》
http://www.applmathmech.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1.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2.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3.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4.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5.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abstract/abstract5416.shtml


高端科研仪器是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价格不

菲，开放共享是高端仪器使用的有效途径。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展，整体科研水平的不断

提升，社会对科研仪器设施的共享需求越来越大，不仅要求用得上，还希望用得好，盼望获

得高水平的科研仪器实验服务。在实践中发现，科研仪器的用户不仅需要实验结果，还需要

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促使仪器运营人员的角色从过去的“数据提供者”向“问题解决者”

转变。 

不过，目前仍有一些科研机构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推动科研仪器共享时仍然“重

物轻人”，对科学家和实验技术人员的作用认识不够。例如，一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实验

技术人员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实现对仪器的高效利用。 

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看，包括大科学装置在内的高端科研仪器设施已成为科学中心的

代名词。从高能物理对撞机、巨型射电望远镜，到引力波探测设施，这些大仪器之所以能产

出大成果，是因为汇聚了一大批世界范围内的科研人员，将科研仪器的效能发挥到极致。科

研人员不仅维护运营这些科研仪器，从一开始的设计、制造、组装到仪器的不断升级换代，

往往也是自己动手，以科学目标为牵引，科研仪器的“科学探针”作用更聚焦、更深入。 

高端科研仪器的使用和开放共享，并非只是简单的“开门迎客”。从购置、研制再到运

行，高端仪器和科学装置的投入十分巨大，关系到科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如何进一步加强

人才等“软件”建设，更加高效地驱动仪器硬件运行，需要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 

多国专家驳斥“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摘自科学网） 
针对美国近期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记者采访多国专家，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的

观点表明：这种论调没有根据，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把戏。中国科技创新有目共睹，对知识产

权的尊重和保护不容置疑。 

“盗窃”论调只是政治噱头 

“大多数围绕所谓‘技术盗窃’的炒作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噱头，目的是削弱中国在过去

几十年取得的进步。”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 

“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工业化进程中，拥有大量本土人才和政府支持，取得了世界瞩目的

进步。而美国的问题恰恰是政府缺少支持，只把‘创新’丢给市场，结果证明并不是很有效。”

琼斯说，“问题出在美国自己的懈怠，而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多于美国，长期而

言会拥有更大潜力。” 

对于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指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指出，“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当然是新技术力量的崛起，以及更为普遍的新经济力量”，而对

此的质疑只是对手的一种竞争手段，“质疑竞争对手的战略，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在工业革

命期间就看到过”。 

“过去 30 年，我们看到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包括建立知识产权

制度、相关基础设施、法律基础、关于知识产权的课程体系和专门法院等，我们必须承认这

一点。”高锐说。 

中国创新成绩有目共睹 

“把中国视作抄袭者是一种误解，中国能够且正在创新。”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指出。 

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多名专家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为世界科技

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 5G、移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能手机、新能源技

术，以及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电动交通和自动驾驶等方面

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擅长‘拷贝’外国技术，而非领导技术创新，这是一种过时陈旧的

观点。未来几年，中国技术能力的进步会对国际市场和全球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美国

湾区理事会经济研究所高级主任肖恩·兰道夫在报告《中国创新：中国技术未来及对硅谷的

意义》中说。 

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彼得·威廉姆森教授说：“即便相

对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当前的研发投入也已达到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新一代的企业

家正在推动中国创新，政府政策在鼓励创新，中国市场中的消费者和商家也都对尝试新事物

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2019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美国研发支出

的年增长率为 2%，而中国是 13.1%。 

保护知识产权不容置疑 

专家们还认为，中国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显示了长期决心，付出了不少努力，其

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领导层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在

创新和当代经济中的作用，相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日本 21 世纪构想研究会理事长，原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主任

马场链成指出，中国正在加速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不断出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 

数字化欧洲组织总干事塞西莉亚·博内费尔德-达尔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

了诸多努力，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措施。“与过去相比，中国不少领域现在都放开了，而且

我也了解到中国在这方面还会做得更多。毫无疑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成为非常重

要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