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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陈芳、吴
晶） 中共中央、国务院 8 日上午在北京隆重
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
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
议活动。习近平等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
持大会。

上午 10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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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钱七虎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
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
者一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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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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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
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
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科技
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过去的一年，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当
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
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
机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
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局，
调整优化重大科技项目。把基础研究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加大长期稳定支持，推动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构建
开放、协同、高效的科研平台。要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创新科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
度，扩大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资金使
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自主权，实行更加灵
活多样的薪酬激励制度，弘扬科学家精神，
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

设，扎扎实实做事，不拘一格大胆使用青年
人，把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更多运用
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创新，只要企业充满创
新活力，中国经济就有勃勃生机。要大力营
造公平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降低创新创业
的制度性成本，提升双创水平，加快构建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系，严厉
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
能。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国家科
技计划和项目对外开放，在人员往来、学术
交流等方面创造更多便利条件，更加广泛汇
聚各方面创新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在主持大会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奖
励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
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对科学技术事业
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
关怀。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
样，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坚
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坚定信心和决
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在重大科
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更高层次、更大范
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刘永坦、钱七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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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艾力
更·依明巴海、肖捷、何立峰出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2018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及亲属代表，首都科技界
代表和学生代表等约3300人参加大会。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8
个项目和 7 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38项，其中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7项，其中一等奖 4项、二等奖 63项；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173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
等奖 23 项、二等奖 148 项；授予 5 名外籍专
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王沪宁参加会见 韩正主持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刘永坦院士、钱七虎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

发现”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云－端融合系统的资源反

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等4项成果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水下发射固体运载火

箭系统研制”等2项成果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美国冶金和矿物加工技术领

域专家简·迪安·米勒、英美双国籍有机超分子化学家詹
姆斯·弗雷泽·斯托达特、美国材料物理学家朱溢眉、美
国海洋地球化学家彼得·乔治·布鲁尔、瑞典人工光合作
用领域专家孙立成

每年年初，中国科技界都会迎来一件盛事。
1 月 8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笔者在现场感受到，今年大
会的气氛尤为热烈，掌声一波接着一波。掌
声的力度代表的是创新的高度。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创造佳绩的领域
越来越多。在 2018 年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中，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被国际
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
之一；石墨烯表界面效应研究上的突破，为
解决能源转化与存储、污染物高效治理等提
供了新思路……国家自然科学奖的119份海
外函审意见中，94%的海外专家认为中国相
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科学价值。
中国科技创新再创佳绩，经验很值得总结。

第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
力量办大事。

过去，中国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
法宝，如今，推进创新跨越也靠这一法宝。中
国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
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从
而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
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实施重大
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会力量来推动。

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中国注重全
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重视
不掉队问题，也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
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方针，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

为加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采取了
“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
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这就形
成了在科技布局上既注重全面、也讲究重点
突破的特点，形成聚焦重点任务配置资源、
集成攻关的体制。

第二，坚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主线，把
其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和关键。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中共十八大

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提高创新能力过程中，中国不断夯实
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
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国家实验室
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
重要载体，中国也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
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了一批体量
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
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

第三，坚持人才为本，充分调动人才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出成果和出人才并
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

中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
出。为此，近年来，中国不断改革和完善
人才发展机制。

中国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
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
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
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中国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
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
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中国人口
多，教育上去了，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
出来，这是中国重要的竞争力。

创新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新时代推动
科技创新的举措会更多、力度更强。在未
来，中国科技创新将继续捷报频传。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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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8 日同
吉布提总统盖莱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40年来，中吉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2017 年 11
月，你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共同宣布中吉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去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们
就发展中吉关系达成新共识，并见证签署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我高度重视中吉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40周年为契机，巩固两国

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吉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

盖莱在贺电中表示，1979年1月8日是吉中外交关系
奠基性的时刻，我对 40年来吉中关系顺利发展感到满意
和自豪。2017年11月，我们共同决定将吉中关系确定为
战略伙伴关系，充分表明双方深化吉中关系的决心，也
为两国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吉布提衷心感谢中国政府
和人民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我愿同你共同努力，促进吉中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就中吉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
言人1月8日在北京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1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

图为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 （右）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
（左） 颁奖。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2018国家科技奖榜单（部分）

2019 年春运临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组织动车组乘务人员进
行基础业务、妆容礼仪等方面的集中培训，
提升服务水平。图为1月8日，乘务人员在进
行妆容礼仪培训。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集中培训
服务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