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针对6日发生的
因外部施工打穿地铁隧道， 造成
深圳地铁11号线停运一事， 深圳
市住房和建设局表示， 鉴于该事
件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该
局 已 督 促 南 山 区 有 关 部 门 在
查 清 事实后 ， 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 对涉事企业、 人员进行顶格
处罚。 同时， 该局将全力配合案
件的查处工作， 及时将线索移交
公安部门。

下一步，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完
善和健全管理长效机制， 包括督
促各区强化小散工程监管， 加强
地铁安全保护区监管等， 以进一
步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维
护地铁运营安全。

擅自打桩打穿地铁隧道
深圳将对涉事企业顶格处罚

新华社电 记者从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 上海女子倪某
通过 “买对网” “eBay网” 等海
淘网站从境外购买二手包、 饰品
等， 再通过自己的网店向他人销
售 ， 其中大部分商品未申报纳
税， 经海关核定， 共计偷逃应缴
纳税额累计40余万元。 12月5日，
倪某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在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公诉
人对主动投案情节并不认可， 对
其他辩护意见不持异议。

检方认为， 被告人倪某多次
走私普通货物， 偷逃应缴纳税额
累计408610.78元 ， 其行为触犯
刑法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当以走私普通货
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未当
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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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渤海湾 ， 风劲大潮
涌。 面朝大海的天津北塘古镇，
正在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澎
湃激荡。

一年前， 天津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落户这里。 经过京津两地
的共同努力， 这里正在成为记录
京津冀协同之变的 “代表作”。

京津携手唱大戏
冬日的午后， 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天津威努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里， 一座智慧城市工控安全
攻防演练平台展示着该公司研发
的工控安全产品如何防护 “智慧
城市” 不受网络攻击。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中关
村的科技型企业， 专注于工业控
制系统信息安全， 今年7月份在
科技园设立了子公司， 在这里打
造研发、 技术服务和生产中心。”
该公司产品解决方案部总监杨璐
告诉记者。

从北京向东南140多公里的
渤海湾畔，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自 2016年 11月 22日正式挂
牌成立以来， 正成为越来越多北
京创新型企业的落户目的地， 也
正 在 成 为 京 津 冀 协 同 创 新
“新地标”。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由京
津两市共同建立的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 让北京中关村的创新动
力和天津滨海新区优质的配套服
务 “手拉手”。

行走在科技园内， 砖红色低
层写字楼鳞次栉比。 中关村发展
集团天津产业运营公司总经理郑
毅介绍， 虽然仅成立一年， 但园
区新增注册企业已达到316家 ，
注册资本金达到49亿元。 先后聚
集了百度 (滨海) 创新中心、 京
东 (滨海) 云创空间等一批专业
化的孵化加速平台。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 为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 郑毅表示， 科技园将进一
步打造科技产业特色鲜明、 创新
型中小微企业协同互动的良好产
业生态， 逐渐形成工业控制系统
信息安全、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特色发展领域， 使一块
聚集创新资源的高地在渤海湾畔
崛起。

用心筑巢引凤来
京津携手唱大戏， 关键要看

吸引力。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能
够博得众多高品质项目、 实力企
业的青睐， 与园区自身发展环境
密不可分。

“在这里， 政府想的都是如
何为企业做好服务， 企业可以专
心搞研发。”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仓告
诉记者， 作为开创行业先河的科
技型企业， 公司将两家子公司都
注册在了科技园， “科技园为我
们提供了优惠的办公空间， 还提
供了产业扶持资金。”

在天津北创百联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13个创业团队正在紧
张地工作。 公司副总经理吕翔宙
介绍： “创业团队可以以很优惠
的价格租用科技园提供的白领公
寓， 符合条件的外地员工不仅可
以申请天津户口， 还可以按照天
津滨海新区的人才补贴政策， 获
得相应的奖励。”

“除了北京中关村与天津滨
海新区两地优惠政策的叠加放
大 ， 真正做到 ‘企业家老大 ’，
也是企业纷纷向科技园聚集的重
要原因。”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管委会副主任续光说。

对于正在注册或正在装修的
企业， 园区可提供免费的临时办
公场所。 滨海新区为科技园设立
了行政审批分中心， 实现园区的
事在园区办， 企业家不出园区就
可办理注册、 工商、 国税、 地税
等业务。 园区还与天津科技大学
以及市场化猎头机构合作， 积极
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郑毅介绍， 目前科技园的教
育、 医疗等配套设施正在逐步完
善 。 天津市昆明路小学滨海分
校、 北塘蓝天幼儿园已于今年9
月份招生， 京籍员工子女在园区
上学可保留北京学籍。

大蓝图上绘新篇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是 跨 行 政 区 域 合 作 的 ‘ 尖 刀
班’。” 郑毅说， 京津两市常务副
市长共同担任科技园领导小组组
长， 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和北京中
关村管委会主任共同担任科技园
管委会主任。 管委会由京津共同
管理， 不定行政级别， 拥有最大
范围的管理决策自主权。

十九大报告提出， “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大蓝图上， 天津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正在谱写协同发展新
篇章。

据介绍， 按照规划， 到2018

年科技园起步区将基本建成， 聚
集起一批创新企业； 到2020年将
建成若干创新社区和特色产业基
地， 形成可推广、 可复制的跨行
政区域合作机制。

创新协同。目前，科技园正与
中关村打造 “协同创新共同体”，
实现北京中关村政策体系和扶持
体系的跨区域延伸。 “未来将推动
中关村223家开放实验室资源、滨
海新区429家省部级以上研发机
构开放共享。 ”续光说。

产业协同。 郑毅介绍， 园区
主动对接北京优秀的创新资源和
产业资源。 科技园未来还将根据
京津两地的不同定位， 以市场化
的方式承接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疏解， 实现产业协同互补。

人才协同。 续光说， 天津滨
海海外离岸人才创新创业基地预
计将于年底正式挂牌， 探索海外
人才创新创业和国内注册海外经
营两大发展模式。 园区正与相关
部门沟通， 推动在北京社保缴纳
年 限 纳 入 到 滨 海 新 区 的 缴 纳
年 限 中 ， 开通北京积分落户的
互认通道。

目标同向， 行动同步， 合作
同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蓝图
下，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示
范区” 正从梦想照进现实。

据新华社

大潮澎湃帆飞扬

硕士毕业要求发表论文为哪般？

———走进京津冀协同创新 “新地标”

严格要求？ 任务下移？

又到招聘季， 大多数学子纷纷投入求职大潮中。 但近日一些在读硕士研究生反映， 学校要求毕业前在期刊发表论文， 成了此
时比找工作更让自己牵挂的大事。 记者调研发现， 要求硕士毕业前在专业学术期刊乃至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并非个例， 而这种要求，
又出于何种目的， 究竟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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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要求愁煞部分硕士
毕业生

“研一入学时得知要在专业
学术期刊发表２篇论文才能达到
毕业要求， 我从研一下学期就开
始着手准备， 但现在一篇论文都
没有见刊， 今年学院又提出， 发
一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也可以，
现在哪有心情找工作， 一门心思
都在愁论文。” 对于学校的论文
发表要求， 宁夏某大学研三学生
刘倩颇为无奈。

她告诉记者， 目前达到学院
论文发表毕业要求者寥寥无几：
“我们学院今年有近２０名毕业生，
达到普刊要求的还不到一半， 在
核心期刊见刊的更是少之又少。”

记者调研发现， 有类似论文
要求的高校并非少数。 有的学校
仅要求在专业相关期刊发表论
文，如绍兴文理学院要求“硕士生
在学期间至少应公开发表一份与
本学科、 专业相关的科研成果。”
也有的学校指定了相关期刊范
围，例如新乡医学院要求“学术型

学位自然科学研究生至少在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社会科学
学位研究生至少在ＣＮ以上杂志
发表一篇论文， 且不包括会议论
文、综述、摘要、短篇等。”

“各学科专业需依据学科专
业特点制定出研究生论文发表要
求 ， 但不低于学校要求标准 ”
“各学科及指导教师可在此基础
上提出更高要求” ……多数学校
也给予了专业或导师提高标准的
权力， 但无论要求如何， 大多数
学校均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以学
校为第一作者单位、 署名单位或
通信单位。

期刊论文要求为哪般
类似论文要求， 对在读硕士

而言难度如何？ 数十位受访在读
硕士意见不一， 相对人文社科大
类硕士认为较难者居多， 理工类
硕士则认为此要求不难。 但他们
普遍认为能否发表论文和导师手
中项目、 指导力度等关系较大，
单凭自己研究发表颇为不易。

“我们班在核心期刊见刊的

同学不少是依托导师课题发表
的。” 刘倩说， 一般核心期刊从
投 稿 到 见 刊 最 短 也 需 要 半 年
时间， 审稿时间都在１到３个月，
还不算退稿、 修稿时间， 又不能
“一稿多投”， 投稿 “试错” 时间
太短。 不过， 普刊则相对容易
得多 ， 最后实在不行可以花钱
购买。

采访中， 一些受访者就表示
为了达成论文要求， 自己曾花钱
在 一 些 影 响 因 子 较 小 的 期 刊
发表论文。

“我家娃打电话说 ‘妈 ， 告
诉你个好消息 ， 我论文要发表
了’， 我开始还高兴呢， 他马上
让我给他打１０００元版面费， 我理
解不了怎么用咱的文章还要花钱
呢？” 陕西省西安市赵慧玲对孩
子的论文发表一事颇为不解。

记者在搜索引擎、 某电商网
站上以 “论文发表” 为关键字进
行搜索， 所得结果 “成百上千”，
一位相关从业者告诉记者， 自己
可以保证在省级期刊见刊， “加
急” 的话多给钱就行， 如果不成

功的话保证退款。
高校又为何要求硕士发表论

文？ 数位高校教师对此事意见不
一， 有人认为此举是建设高水平
大学的应有之义， 严格要求能鼓
励学生努力学习上进， 是扭转目
前高等教育 “严进宽出” 弊病的
针对性措施； 反对者则认为硕士
撰写的毕业论文即可达到培养考
核目的， 若要严格要求加强毕业
论文审核即可， 另行要求硕士发
表论文是将学校任务 “下移 ”，
把本该由学校、 教师承担的任务
硬性摊派到学生身上。

论文要求宜柔不宜刚
早在２００６年在北京召开的大

学校长论坛上，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
７所大学就取消了 “研究生毕业
必须发表论文” 的硬指标， 教育
部相关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
表示教育部并无此要求， 但为何
仍有高校要求发表论文？

受访学生及专家学者认为 ，
在自我价值实现越来越多元化的

当下， 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非所
有硕士发展方向， 他们建议硕士
发表论文要求宜柔不宜刚。

“目前国内高校硕士培养水
平参差不齐， 学校要求硕士发表
论文不能简单、 孤立给出好坏评
判 ，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认为高校要求在读硕士发表论
文应由专业组织机构结合具体学
校、 学院、 专业制订， 若是一刀
切式规定 、 或盲目加码论文数
量、 一味求大求多则有失偏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王迪
说， 在读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首
先应区分教育目标和培养方式，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高校培养硕
士旨在提高其研究能力， 发表论
文是研究能力得到提升的结果，
只是培养方式的一种， 不能将手
段当成目标； 其次要区分考核指
标和教育任务， 学校的发文指标
和学术排名是考核任务， 用培养
学生来完成任务不可取； 三是要
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 因
材施教。 据新华社

“海淘”代购涉嫌走私
网店店主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