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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记 者 陈

芳、余晓洁）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28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
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
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
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
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
的排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中国科
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四次院士大会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科
技界召开的一次盛会。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
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实践，观察大势，
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力，坚持党

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奋斗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
力、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坚持
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我国科技事业
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
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
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
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
重要时期。

习近平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
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
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学
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
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
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以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
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
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

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产业模
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习近平指出，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
坚 定 创 新 信 心 ，着 力 增 强 自 主 创 新 能
力。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
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树高叶茂，
系于根深。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
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
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
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
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要
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
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强化战略导
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
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
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
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
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
早取得突破。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
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
要方向。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
活力。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科
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
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要坚持科技创新和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
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
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
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
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优化和强
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
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
和活力。要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
能，发挥好组织优势。要着力改革和创
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
评价制度，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
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
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
来。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歙 县 采 取 护 绿 、管
绿、活绿、用绿、增绿等举措，全面
加快绿色发展新步伐，生态文明之
路越走越宽广。

护绿。全面落实林长制，截至
2017 年底，全县 28 个乡镇共设立
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 230 名，专
职护林员 335 名。全县森林资源
管护落实到山头地块。加快自然
保护区事业建设，构建全县生态保
护框架。清凉峰自然保护区成功
晋升国家级保护区，徽州国家森林
公园正式挂牌成立。

管绿。加大依法治林力度，加
强森林资源管理保护，全县森林资
源质量和总量大幅提升。目前该
县森林覆盖率达 82.64%。对新安
江一级支流流域山脊森林实行禁
伐。对 1200 多株重点古树名木实
行“上户口”式的挂牌保护。

活绿。大力发展民生林业，促
进绿色富民。2017 年全县林业总
产值达 43 亿元。全县特色经济林
达 27 万亩，产值 4 亿元，其中山核
桃产业突破 3 亿元，歙县被命名为

“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林业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林业
一 、二 、三 产 业 比 重 调 整 优 化 为

32：45：23。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
下，“绿水青山”正在源源不断变为

“金山银山”，特色林业成为歙县一
道绿色风景线。

用绿。用好“全国森林旅游示
范县”“国家园林县城”“安徽省森
林城市”等绿色名片，积极发展森
林旅游。森林旅游业得到长足发
展，通过加大林区景区化建设，全
县森林旅游景区景点达 76 个，总
面积 8600 公顷，其中，徽州国家森
林公园、新安江山水画廊和棠樾·
鲍家花园 3 个为国家级森林旅游
景区。

增绿。统筹推进城乡绿化，开
展绿色质量提升，城乡环境日益变
绿变美。目前，歙县被命名为“省
级森林城市”，共创建省级森林城
镇 5 个，森林村庄 56 个；市级生态
文明村 23 个，市级生态文明乡镇 4
个。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完成深
山区陡坡耕地 5000 多亩，大大减
少了水土流失。新安江、交通要
道、重要景区景点森林植被茂密，
景色优美。千年古城品位进一步
提升，一个天蓝、水碧、山青、景美
的山水森林城已初具雏形。

·朱国荣·

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

歙县生态富民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 祁门县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

“增绿”为抓手，提高绿色质量效
益；以“护绿”为重点，筑牢绿色生
态屏障；以“富绿”为目的，壮大绿
色富民产业；以“活绿”为手段，创
新绿色发展机制，推深做实林长制
改革。

该县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全面
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并重点做好
增绿、护绿、富绿、活绿四篇文章，
持续放大绿色和生态效应，推动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

该县突出重点、特色和亮点，
注重加强重点区域保护，严守林业
生态红线，严格管控“一块地”“一
把斧”“一把火”“一条虫”。在实行
林长、河长、路长“三长合一”的同
时，探索建立“警长制”，发挥好基
层森林公安派出所、乡镇林业站以
及村组护林员、防火员的职能作
用 ，切 实 做 到 专 员 专 管 、专 人 负
责。目前已建立县、乡、村三级联
动林长制，并且建立和完善了全县
152 名基层林业干部联系乡镇和
村组制度，确保林长制落地生根、
接地气。

该县创新资源保护与管理办

法，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域
旅游定位出发，全面保护青山，加
强自然生态修复，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同时创新森林资源培育与发
展，实施林业增绿增效行动，建设
生态保护修复、造林绿化攻坚、森
林质量提升、绿色产业富民四大工
程。创新产业富民思路，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全县已建成千亩林下经
济示范基地 4 个、百亩示范基地 15
个，全县林下经济面积达到 60 万
亩，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400 余
家，实现产值 16 亿元；林产工业稳
步发展，森林旅游风生水起，全县
实现林业综合产值 77.4 亿元，增长
16%。建兴竹木、绿博园林业专业
合作社先后跨入国家级龙头企业
和专业示范社行列，目前全县拥有
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1 个，省、市
级龙头企业各 7 个；国家级林业专
业合作示范社 1 个、省级示范社 6
个。

林长制推动“林长治”促进“民
长富”，祁门县围绕“地净、山青、水
绿、天蓝”林业生态保护与发展目
标，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同时，致力
保护好林业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新胜 祁林·

守住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祁门县林长制带来“林长治”

5 月 25 日，在徽州区潜口镇澄塘村
农业生态园，游客正在采摘桃子。眼下，
生态园内 110 多亩桃子已经成熟，油桃
和早甜桃挂满枝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放松心情，体
验采摘乐趣，感受田园生活。

周玉艳 张科/摄

采摘快乐 收获喜悦

本报讯 “要尊重老人关心儿童，不
推卸赡养抚养义务；要移风易俗树立新
风，不铺张浪费跟风攀比；要关爱生命文
明娱乐，不准沾染黄赌毒……”走进屯溪
区黎阳镇新江村，村口文化墙上绘制的
村规民约格外醒目，已经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

据了解，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

村庄文化品位，新江村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对村中道路两侧房屋进行彩绘，绘制
成一幅幅颜色亮丽、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为村庄增添了文化色彩。群众一出家
门，便可看到风景，受到教育。

这是该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群
众获得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屯溪区
突出“文明乡风”建设主题，创新宣传方
式，通过开设道德讲堂、描绘乡村文化
墙、评选“最美屯溪人”等方式，向群众开
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和引导全区人民
建立“文明、节俭、健康、淳朴”的生活方
式，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勤俭节约”
良好社会风尚，有力地推动了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吹遍了昱城大地。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倡导红白理事会划定合理标准和规
模，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小办
或不办、“恶俗”陋习禁办，反对铺张浪
费、攀比炫富、封建迷信和黄赌毒。开展
乡风评议，借助乡贤引领、民间舆论、群
众评价力量，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良现
象。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农村
不良风气专项整治，重点治理农村黄赌
毒、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黑恶
势力和涉农犯罪，震慑不良风气，树立新
风正气。

与 此 同 时 ，开 展 道 德 实 践 养 成 行

动。着力扩大文明村镇覆盖面，广泛开
展各类创建评选活动，积极发挥各镇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中心带动和示范作
用。开展文明家庭创建，评选“星级文明
户”“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等，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评选文明校园、美德少年、
最美乡村教师等，推进戏曲进校园，提高
师生文明素质、校园文明程度；开展文明
市场创建，评选“诚信经营户”“星级经营
户”等，加强市场监管，规范集市秩序；开
展文明村庄创建，评选文明村庄、文明庭
院等，引导农民自觉参与环境管理、维护
村容村貌。 ·陆海峰·

屯溪区：文明乡风“滋养”美丽乡村

5 月 26 日 ，在
歙县建新油茶产业
园，来自乌干达的
代表体验木榨取油
农旅文化。由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组织
的 2018 年 发 展 中
国家城乡协同发展
与减贫官员一行，
25 日 来 到 歙 县 开
展为期三天的扶贫
工作调研。

郑 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