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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9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
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
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
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
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 10 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
呦研究员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
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

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就，科技战线大事喜事多，一批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
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蓬勃兴起，中华大地在创新中
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当前，世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
起，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必须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动
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科技
领域“放管服”，赋予科研院所和高

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
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要推动科
技创新成果向各行业各领域覆盖融
合，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传统产业焕
发新的活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时说，我们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赵忠贤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详细报
道见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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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赵忠贤院士、屠呦呦研
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
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高温／超高温涂层材
料技术与装备”等3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四代移动通信
系统 （TD－LTE） 关键技术与应用”、“北斗二号卫
星工程”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凯瑟琳娜·科瑟·赫英郝
斯、约翰·库茨巴赫、克里斯·葛立夫、简·埃蒙德·阿布
瑞尔、维尔纳·胡芬巴赫，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2016国家科技奖榜单（部分）

图为习近平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 （右） 和中国中医科
学院屠呦呦研究员 （左） 颁奖。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 （记
者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
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
加贝。

习近平指出，中津传统友谊是
在两国人民并肩争取民族解放的战
斗中凝结而成的，也是由穆加贝总
统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
的，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
的考验，历久弥坚。中国永远不会
忘记老朋友，中国人民珍视同津巴
布韦人民的深厚情谊。中方赞赏津
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一贯给予坚定支持，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津巴布韦维护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支持津巴布韦人民
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我同穆加贝总统就发展两国关
系达成的共识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正得到积极落
实。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
领域的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方愿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津巴布韦
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中方愿
同津方一道，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关
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穆加贝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对包
括津巴布韦在内非洲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给予了宝贵帮助，非洲国家正
在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落实习近平主
席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津方愿继续深化同中
方在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统

新年伊始，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开启他
2017 年度的首次外
访，应邀对马达加斯
加、赞比亚、坦桑尼
亚、刚果和尼日利亚

非洲五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行延续了中国
外交自1991年开始的优良传统，即中国外
长每年年初首访目的地都选在非洲。

20多年的坚持，凸显了中国对非洲
的重视。中国历来对非洲人民以诚相
待，希望将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
系起来，让中国发展惠及非洲，帮助非
洲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更好。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
体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发展、互利共赢
关系。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首访的目的地就包括了非洲国家。在
访问期间，习主席用“真”“实”“亲”“诚”
4个字概括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强化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12月，
习主席与南非总统祖马共同主持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与 50 个非
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以及非
盟委员会主席共聚一堂、共叙友谊、共

谋合作，全面规划中非未来3年各领域
友好务实合作。习主席在峰会开幕式致
辞中提出了包括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
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在内的“十大
合作计划”。落实峰会成果成为拉动中
非合作发展的新动力。

王毅外长在此次访非行程中指出，
在论坛峰会新的理念引领下，中非互利
合作呈现出3个新变化：一是从政府主
导逐渐向市场运作为主转型，二是从一
般商品贸易逐渐向产能合作和加工贸
易升级，三是从简单工程承包逐渐向投
资建设运营领域迈进。

这3个新变化，意义深远。
首先，变化反映出中非合作主体的

与时俱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非洲
投资兴业，政府渐渐从“台前”走到“幕
后”，重在为企业合作创造政策优惠、法
规完善、服务高效的软环境和配套基础
设施的硬环境。中非合作出现了“政府
搭台、企业主体、人民受益”的新景象。

其次，变化透射出中非合作结构的
转型升级。中非合作不再停留在低端层
面，而是向产能合作、投资建设运营等中
高端领域迈进。同时，中国企业对非直接

投资和商业贷款远超过政府对非援助和
优惠性质贷款额度，市场作用显现。

最后，变化展现出中非合作理念的
开拓创新。中非合作不是中国单方面提
供帮助，而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非洲
国家看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现状，希望学
习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为此，很多国
家改善营商环境，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
资兴业。中国企业进入农业、制造业、基
础设施等领域，帮助非洲提高自身“造
血”机能。

新变化挖掘出中非合作的潜力。双
方交流与合作的热度、广度和频度均达
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非合作进入转
型升级新阶段。2017年是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成果落实的关键之年、收获之年，
中国和非洲都期待合作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当地时间 1 月 8 日 14 时 35 分，中
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
功降落在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冰穹
A、海拔超过 4000 米的昆仑站机场，
实现了该类飞机世界上首次在此降落。

大图：“雪鹰 601”在昆仑站机场
降落后滑行。

小图：“雪鹰601”机组成员与昆仑站
队部分成员在中国南极昆仑站前合影。

南极科考队昆仑站队供稿
（新华社发）

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

“雪鹰”降落南极冰盖之巅

据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 （记
者白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 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乌拉圭众
议长阿马里利亚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
视与乌拉圭国会的友好合作。希望以
今天的会谈为新起点，推动双方合作
不断迈向新台阶，更好服务各自发展
战略、服务两国友好合作的大局。一
是在政治上坚持真诚相待，巩固互信
基础。二是在经贸上坚持互利共赢，
促进共同发展。三是在人文上坚持互

学互鉴，深化传统友谊。
阿马里利亚说，乌拉圭高度重

视发展乌中关系，始终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原则。乌方期待成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愿与中方
深挖互补优势、加强务实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乌国会愿进一步深化
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不断
丰富乌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白洁）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9日在北
京会见乌拉圭众议长阿马里利亚。

据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 （记
者崔静） 全国政协 9 日上午在全国
政协礼堂举行春节茶话会，邀请已
故知名人士和党外全国政协委员夫
人欢聚一堂，共叙友情，追忆往
昔，喜迎新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

出席茶话会的已故知名人士和
党外全国政协委员夫人有：王定国

（谢觉哉夫人）、徐素芝 （陈俊生夫
人）、许慧君 （朱光亚夫人）、师剑

英 （马文瑞夫人）、舒允宜 （成思危
夫人）、董启丰 （陈锦华夫人）、谢
雪萍 （张学思夫人）、孔若仪 （方荣
欣夫人）、李玲虹 （蔡子民夫人）、
文洁若 （萧乾夫人）、高言德 （李力
仁 夫 人）、 黄 浣 碧 （爱 泼 斯 坦 夫
人）、陶君雅 （赵子立夫人）、陆履
仁 （潘廉志夫人）、冯莉娟 （郑庭笈
夫人）、张祖贻 （张纪域夫人）、周
颖如 （罗荣渠夫人）、由昆 （陈景润
夫人） 等。

俞正声出席政协春节茶话会

张德江与乌拉圭众议长会谈
俞正声会见阿马里利亚

外长新年首访，为何总选非洲？
■ 苏晓晖

2017 中 俄 冰 雪 之
约“大手牵小手 永结童
心”迎新春联欢晚会日
前在黑龙江黑河举行，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
喜悦青少年歌舞团 100
多名孩子和黑河美罗艺
术团的艺术家们欢聚在
一起，表达中俄世代友
好的美好心愿。
张 辉摄（人民视觉）

黑河艺术家与俄青少年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