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论坛》2017 年                            专题:智库研究与评价 

—————————————————————————————————— 

 
 

1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高校智库建设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5NDJC231YB）和

浙江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课题“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

践探索”（项目编号：16FZZX03W）阶段性研究成果。 

 

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王  珩 

摘  要  社会各界对高校智库建设的主流评价积极正面，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很有必要。文章结合理论与案例，探讨“为什么要建设高校智库”“什么是高校智库”“如何建设高校智

库”等亟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基本问题，回应了“高校能否建智库”“高校智库建设是否过热”“高校智

库建设的形式与内容”等疑问。高校智库建设是是大学功能的现代表达与路径拓展，能与学科建设相

得益彰，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转型。高校智库建设应注重协同发展，形成合力；注重内涵发展，

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形成特色；注重创新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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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hink-tanks 
Wang Heng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university think-tanks made by social 

circles is positive. However, the confus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s are still remain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depth rethinking on this. Combi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needed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reasons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ink-tanks, as well as the way of the constructions. It also gives responses to some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is overheating, as well as the format and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hink-tank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s well as the modern expression and path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functions, which is complementary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With 

"sincerity and independence" as the core of the university spirit, the university think-tank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embodi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as uniqu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rientation, characters and natural 

advan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nk-tanks, we should focus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thus to form 

resultant force; focus o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 which takes 

quality as the core and thus to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ocus 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us to form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Think-tank， Theory of Think-tank’ s Construction，Practice of Think-tank, Paradigm of 

Think-tank 

 
2014 年 2 月，教育部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刘延

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制订《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推进计划》，要求高校明确智库建设定位，

聚焦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整合优质资源，为

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1]。

2015 年 1 月中办和国办公布《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要求“推动高校智

库发展完善”，“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

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建设一批社会科学

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实

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重点建设

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

术研究中心”[2]。经过几年建设，我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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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数量看，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智库索引（简称 CTTI）已收录

来源智库 490 家，其中高校智库 255 家，占

52%[3]。从质量看，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势

头迅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

智库报告》显示，在 2016 全球智库综合排

名榜单 175 强中，有 9 家中国智库入选，其

中两家为高校智库——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第 79 名）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第 149 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院在“全球 佳区域研究中心”榜单中

位列第 19 名[4]。整体来看，高校智库“集群

初步形成，特色基本显现，智库与学科建设

深度互动；着眼国家战略，作用逐步发挥；

参与人文交流，处于公共外交一线”，发展

势头喜人[5]。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研讨与实

践探索持续升温，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应该

说对高校智库建设主流评价是积极肯定的，

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1 对高校智库建设的质疑 

1.1 质疑一:高校能不能建智库？ 

    2015 年 11 月 6 日，《文汇报》发表根

据胡伟教授在《探索与争鸣》创刊 30 周年

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的文章《学科导向与

问题导向：高校智库热的反思》。随后，微

信公众号“文汇学人”以《高校就是高校，不

能把高校建成智库》为题推送了原文。主要

观点有三：一是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核心使命是“对知识

的发现、传播和保存功能”，“强调的是研究

和创新”，而不应是“越来越强势”的社会服

务功能；二是大学应“坚持学科导向，做好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不是“问题导向”

的“对策研究”；三是当前不少所谓的“问题

导向”的研究对象是“伪问题”，原因是“基础

研究太薄弱”。 后作者强调，如果不“鼓励

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就会导致大学“行为

更加短期化”和“急功近利”的“灾难”发生[6]。 

1.2 质疑二:高校智库“过热”，需要“冷 

    思考” 

凤凰智库研究员李江形容“智库似野草

般在全国范围内疯长”，“高校智库一拥而

上”。针对有的高校公开强调要举全校之力

建好智库，他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书

育人，其次是基础研究， 后方为政策研究。

举全校之力发展以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的

智库，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这是高校长

期在市场化与行政化双重影响下畸形成长

的产物，是大学重心的错位”。究其原因，

一是智库创立者有抢夺政府政策红利的目

的；二是许多学者试图将“学阀”秩序制度

化，不乏抢夺新政策资源的跟风者。[7]万玉

凤则认为“高校智库热度比较高，脚步有点

小”，存在“学术与咨政、专业化研究与多维

度政策咨询的冲突、书斋型研究与应用型研

究的矛盾”等三大瓶颈，国际化、参与性和

影响力等有待加强，机制创新是关键。[8] 

1.3 质疑三:高校智“枯”，“智”少“库”   

    多，形式大于内容 

    王文认为，当前我国“智”少“库”多，有

“智”与“库”断层、“库”蓬勃发展、“智”止步

不前的失衡趋势，值得警惕[9]。董云川指出，

需要思考：除却华丽招牌之中“新型”“特色”

以及“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等定语之外，

高校智库还剩下什么？如果不存在独特价

值及其作用发挥机理，高校智库就是一个昙

花一现的广告词汇。缺乏“智”而标榜“特

色”，没有意义；远离“慧”而号称“新型”，

形同虚设。只注重外在的形式和排场，“智

库”就会成为“智枯”。[10]王莉丽针对一些高

校智库热衷于请名人、搭台子，重形式、轻

内容，有些甚至仅仅是挂个牌子，既无长期

稳定的学术战略与研究方向，也无专门的建

设经费、专职研究人员现象，提出无论是智

库的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发展，都亟须从“形

式建设”转向“内容建设”[11] 。 

2 高校智库建设亟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建设高校智库的战略意义不容质疑，

理论研讨与实践探索也应予以大胆鼓励。对

这些质疑应理性分析、审慎视之。不同声音

的思辨、不同视角的介入有助于人们更好地

厘清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智库建设实

践。上述第一类问题属于理论层面的认识问

题，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则属于对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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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的评价问题。因此，需要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面予以厘清。 

2.1 理念问题：为何要建高校智库 

为什么要建高校智库？高校能不能建智

库？是不是所有高校都要建智库？大学与

智库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高校智库建

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智库作为现代

社会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咨询的专业机

构，是现代政治运作、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

综合需求的产物，是知识社会分工进一步细

化的产物。相较于智库，大学有更悠久的历

史、更大的体量、更复杂的结构和功能。大

学和智库的关系本来并不复杂，但在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中，一些学者提出“不能把

高校建成智库”的观点使高校与智库的关系

变得复杂，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2.2 内涵问题：何为高校智库 

高校智库有哪些特质？如何突出中国

新型高校智库特色？中国新型高校智库与

发达国家高校智库的区别何在？与隶属于

政府机构或自立于民间的智库相比，高校智

库的功能、优势是什么？高校的职能是发展

变化的，高校智库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要

求、国家的需要而发展变化。新时期高校肩

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12]。

高校智库承担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

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对照

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智库内涵要求来看，真

正有国际影响力，符合“国家急需、世界一

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总体要求的高校

智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高校智库建设不

是太热了，而应得到更多实质性的支持。 

2.3 实践问题：如何建设高校智库 

高校如何利用自身学科齐全、人才聚

集、知识综合与思想深厚等优势建设一流智

库？传统高校科研机构如何向智库转型？

如何构建智库评价体系？如何创新体制机

制，促进智库建设与高校学科建设协同、一

流高校建设与智库建设兼容互动？在新型

智库建设的时代课题中，高校要以回答新的

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为己任，准确定位，明确领域，

依托优势学科，形成专业化的资政研究队

伍，协同探索符合现代智库建设要求的治理

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打造新型高校

智库。 

3 对几个问题的思考 

归结起来，高校智库建设的几个基本问

题，关键是要厘清“为什么”“是什么”“怎么

做”三个基本问题，处理好“高校与智库”“内

涵与特色”“传承与创新”三对关系。只有这

样，才能建好高校智库，更好地服务国家战

略、地方发展和学科建设，实现共享发展、

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 

3.1高校智库建设是现代大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有品牌智库 

高校智库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决

策咨询研究的大学科研机构。高校与高校智

库之间既存在紧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

别。从全球视野考察，高校与智库互为依托、

协同发展的成功案例给我们诸多启示；从中

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和未来角度出发，建设

高校智库是激发高校改革活力的催化剂，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点，是助

力“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

大学发挥智库功能是大学服务社会、服务政

治的需要，尤其是著名大学的人文社科很

强，是国之重器。培育高端智库是高校的义

务，也是高校的责任。反之，智库建设能反

哺大学学科建设，推动高校教师更多地关注

现实问题，推动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因

此，高校建智库是共赢，可实现共享发展。 

3.1.1高校智库是大学功能的现代表达与 

    路径拓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拉克·科尔

( Clark Kerr) 校长 1963 年在哈佛大学的演

讲中提出: “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

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 [13]比

较分析不难发现，高校与智库的功能其实是

相互融通的，其中人才培养和科学（或战略）

研究是共有的功能；智库承担的政策建言、

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分别可以对应高校的“社

会服务”和“国际交流”职能，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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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与

交流合作。智库成为联结社会需要和知识领

域的桥梁，使大学服务社会的形式发生了重

要转变: 对策研究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由

个人行为走向集体行为。在融合了科技和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里，

成为体现多元化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

一种现代形式。比如， 近举行的国务院“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新闻发布会，高度评价浙

江师范大学在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促进中非

民心相通方面的做法，“具有代表性、示范

性和推广性，在推动中非民心相通实践中，

定位非常清晰，工作很扎实，可以说是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亮点纷呈。”[14] 

3.1.2高校智库和高校学科建设从根本上 

    说相得益彰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 75%的智库设在

大学，其他西方国家一大半的知名智库也在

高校。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影响力排名世界

前 25 名的大学智库，11 个来自美国顶尖的

研究型大学，其余来自英国、加拿大、新加

坡、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15]。世界

一流高校大多建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关系学

院和政府管理学院，而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

智库往往是这些一流学院的标准配置。以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不仅政治学和

国际关系学科世界一流，该学院不仅政治学

和国际关系学科世界一流，其属下的一系列

智库，比如大名鼎鼎的贝尔夫中心也是世界

顶级智库。美国高校智库的建设理念值得借

鉴[16]。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说，能否解

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是评价一流学科、一流

智库的尺子，不能用西方的智库和学科标准

来代替“中国标准”。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

西方，智库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互为前提、

双向支撑；相伴相生，密不可分；互为依托，

协同发展。 

3.1.3高校智库建设是促进社会科学转型 

    的重要抓手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指出：“我

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

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

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

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7]总体而言，

以往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验教训总结不够，不

仅无法取得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无法解决当

下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问题。高校智库无疑

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

至少是探索社会科学如何经世致用的有效

途径。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智库研究必将催

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 

3.2 高校智库的独特风骨与优势 

3.2.1高校智库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 

    智库强调独立性，高校智库是以“诚笃

和独立”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历史彰显与文

化传承。高校智库基于大学精神，才能实现

为国家与社会提供战略对策、清澈的思想和

智慧、精神和理想[18]。作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智库还要体现中

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应在全球化的时代背

景下研究中国问题、开创中国学派、具备中

国风格，从而具有中国特色，这也是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

的时代要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

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指出，智

库界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西方是非为是

非、以西方知识为知识的观念和现象值得警

惕，其基本的套路是先把西方的行为和教条

奉若神明，把西方的话语和经验当作绝对的

真理，然后再用西方的教条来评判中国现实

的对与错，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实

践。如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教条不符，那是

中国的现实错了；如果发现西方的概念解释

不了中国的实践，那是中国的实践错了，而

不是西方教条或概念有问题。照此逻辑，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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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态， 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中国只能削

足适履，按西方的模式改变自己。但中国的

大学好还是不好，中国高校智库有用还是无

用，中国的智库建设要走什么样的路，还是

应由中国的需要、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标准

来判定，而不是文中吹捧的那些西方标准来

判定。刘鸿武教授领衔的团队创立的“非洲

学”在秉承中华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

深入观察和综合把握当代中非发展合作的

民族实践，形成可以说明、解释和指导这一

民族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并

在学科建设的基础领域做出持续的努力，

终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学术品格而又融通

中外的“中国非洲学”[19]。 

3.2.2高校智库具有独特的自身优势 

    与一般的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和民间智

库不同，高校智库具有学科优势、功能优势

和资源优势，这是其它智库无可比拟的，也

是不可替代的。学科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知

识分类的基本建制。智库与学科建设有差

异，也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离开学科发展，

高校智库建设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高校 优质的科研成果基本来自于自身的

优势特色学科，这是高校自身科研实力和学

科背景的集中体现。优势特色学科可以为智

库建设提供知识支撑、人才支撑、管理支撑

和平台支撑，从而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撑[20]。学科发展可以和智

库研究互相促进。美国的“中国学”着力于当

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成为美国智

库“中国问题政策分析”的主流范式。浙江师

范大学依托非洲研究智库发展“非洲学”学

科，形成了本硕博一体的学科体系、课程体

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一流学科蕴育和

支撑一流的智库建设，一流的智库促进和引

领一流学科发展，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建设一

流大学的重要前提[21]。人才培养是高校智

库区别于其他智库的 大区别，也是其功能

优势所在。大学是智库人才的摇篮，世界上

其他智库除了兰德公司有专门培养政策分

析师的研究生院外，几乎没有能自己培养人

才的智库[22]。此外，高校智库还有人才资

源丰富、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

官方影响与思考独立相平衡等独特优势，横

可跨学科，竖可成梯队，对内组织协调性强，

对外国际交流广泛。当然，高校智库也存在

短板。比如，“学科建设取向”导致衡量一流

学科的指标是论文、专著、项目、学位点数

量等，成果转化率低、社会利用率不高；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为智库提供优秀的战略

研究和政策分析人才较为忽视。因此，高校

智库应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特长，强化特色

内涵，实现高校智库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象的

协调发展。 

3.2.3高校智库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应有 

    明确的目标定位 

    智库研究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必须贴

近党和政府决策需求，要突出问题导向、问

题意识，主动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

需求，聚焦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为

服务党和政府决策开展研究，拿出具有真知

灼见、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真正发挥“外

脑”和“参谋”的作用[23]。但我国高校传统的

研究范式是学理研究，注重理论自身的逻辑

建构，其 终结果是对社会现实“有没有

用”“有多大用”不是研究者首先考虑的问

题。智库研究的主要范式是应用研究， 终

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理论的逻辑建构和理论

创新，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通俗地讲就

是“管用”“接地气”，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新型高校智库不仅要提

供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要提供新思想、新知

识、大战略，使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为国献

策、为民谋利。这就要求高校智库以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同时更应以深厚

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为基础依托。不是所有

的高校都要建智库，更不能动辄就提“举全

校之力建智库”；不是所有的学术机构都适

合转型为智库，不是所有的学者都适合做智

库学者，切忌“一窝蜂”“一刀切”“一把尺子

量到底”“新瓶装旧酒”的固化思维、惯性做

法。南京大学在数十个机构平台中，有针对

性地选择重点建设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等国家急需、学科雄厚、团队实力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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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向专业化智库转型，成效显著。 

3.3 高校智库建设要注重协同发展、内涵发 

   展和创新发展 

3.3.1高校智库建设应注重协同合作 

    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不是

靠某个学者、一个学科甚至一所学校的力量

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开展多个研究机构的协

同攻关，凝聚多方智慧，开展多学科的交叉

研究，才能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因此，吸收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通过协同

理念探索高校智库建设路径，通过制度协同

加强高校智库的协同攻关能力，通过机构协

同和人力资源协同整合资源、扩大智库影响

力，是高校智库建设的有效途径。高校智库

应从问题出发，提高优质研究资源的汇聚能

力和各个研究主体之间的专业分工的协同

能力，建设跨学科、多主体的研究平台，实

现文理之间、高校之间、校地之间的有机协

同，使不同的研究主体围绕共同研究的问题

开展高水平的研究[24]。高校智库可建立“上

下内外”四种协同平台：对上，与国家相关

部委加强联系，服务国家战略，创建互动合

作机制；对下，服务地方建设，深化校地协

同模式；对内，服务高校学科发展，强化多

元学科融合；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达到理念创

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和保障创新，做到

协同领域广泛、协同主体多元、协同平台扎

实和协同路径多样。 

3.3.2高校智库建设应重视内涵发展 

    外延式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

的必经历史阶段，但是这种发展路径受到经

费和专家数量的制约，不可持续。智库的专

业化建设和实证研究方法体系建设是内函

式发展路径的主要内容，“提升研究质量，

加强内容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是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必然选择
[25]
。笔者认为，

优秀的高校智库应具有五项内涵特质：一是

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

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

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二是体现高校优势和特色，

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

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等

重要功能。三是有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

的创新，通过深化课程改革，促进跨学科、

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

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

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

服务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决策的思想高

地，形成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和智库品牌。

五是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

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

形成学科综合、素质优良、研究能力和运营

能力过硬的研究队伍和智库管理队伍。要实

现“提高研究质量”和“内容创新”的要求，实

现实质性的跨越式发展， 为核心和 重要

的就是大力提升智库的研究质量，激发研究

活力和创造力。为此，高校智库需要树立战

略意识和问题意识；聚焦研究方向，提升研

究能力；加强专业化、复合型的智库人才队

伍建设；强化学科内涵，加强学科融合；提

升自身内涵，完善内部治理。 

3.3.3高校智库建设应推动机制创新 

    创设有利于智库发展的高校制度环境，

创新体制机制是建设高水平高校智库的制

度保障。在国家层面，要积极落实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

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

询服务制度，健全舆论引导机制，为智库全

方位、多方面介入公共决策创造条件、提供

便利。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立

足实际，打破陈规，根据国家级新型高校智

库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需要，研究、改革和

创新智库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完善绩效奖

励制度、队伍培育制度、人才考核制度等，

激发高校教师从事智库建设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建立多元的智库评价体系是机制创新

的关键。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实

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把解决国家重

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完善以贡

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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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处

理好定性与定量、排序与其它评价方法、问

卷与其它调查方法、官方与社会评价的关系
[26]。要协调推进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

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构建灵活高效的

智库运行模式，形成有利于高校智库创新发

展的长效机制。 

    高校智库建设是系统工程。高校要立足

自身优势，实现整体规划和专业化发展统筹

推进；围绕重大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实现基

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有机结合；深化综合改

革，实现高校职能与智库功能的有机对接，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科学发展、特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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