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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强调

中国梦绝不是“霸权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年“创
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当今时
代的重大命题。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
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
手应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
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
成果。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而
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

中美等国都是创新大国，中国愿
意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开展创新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拥有五
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历史上四大
发明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巨大贡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
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奋力探
索民族复兴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找到

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
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
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今天，中国人民充满高度
自信，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
走下去。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这个梦
绝不是“霸权梦”。我们没有准
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
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我们已
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不会
在世界上颐指气使，而是继续秉
持“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世界
各国开展互利合作。中国坚持
改革开放，既大胆创新，又摸着
石头过河，越是面临阻力，越是
迎难而上，加大开放。我对中国
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
国前财长保尔森、埃及旅游部
部长马沙特、日本前外相川口
顺子、瑞士信贷集团全球首席
执行官谭天忠等外方代表先后
发言。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发展
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
们认为，当前保护主义引发贸
易摩擦，世界形势充满不确定
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对于促进全球可
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各方应加强各领域
创新合作，全力避免出现“经济
铁幕”。大家赞赏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愿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2019年新增院士名单

4名河南籍科学家当选两院院士

2019年版负面清单再缩减13%

养老机构等设立许可放开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

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22日对外发布《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2019年版）》。2019
年版负面清单放开“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
设置许可”等措施，共列入事
项131项，相比2018年版负
面清单减少事项20项，缩减
比例为13%。

2018 年底，我国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标志我国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
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
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
法平等进入。2018年版负
面清单共151个事项，其中
禁止准入类事项4项，许可
准入类事项147项。

2019年版负面清单中，
禁止准入类事项共5项，新
增了“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建
设要求的各类开发活动”事
项。这是为了更好管控主体
功能区各类开发活动，经报
国务院批准后列入。许可准
入类事项共126项，涉及18
个国民经济行业事项 105
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事项10项，《互联网市场

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事项7
项，信用监管等其他事项4
项。

据介绍，2019年版负面
清单将“地方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制
目录）”纳入，并取消各地区
自行编制发布的市场准入类
负面清单23个；及时纳入新
设立的准入措施，实现全面
覆盖；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审批”“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机构设立审批”等措施放
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移
出部分不符合清单定位的措
施；公布清单措施主管部门，
完成清单事项统一编码，为
实现清单事项“一目了然、一
网通办”奠定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说，2019年版负面清单
在延续2018年版负面清单
主要框架结构不变的基础
上，进一步缩短了清单长度、
减少了管理措施、公布了主
管部门、明确了统一编码，以
清单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体系不断健
全，更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教师如何使用“戒尺”？

教育部拟明确教师惩戒权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

电 为保障和规范教师依法
履行教育、管理学生的职责，
维护师道尊严，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教育部
22日对外发布《中小学教师
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
见稿）》，提出教育惩戒是教
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
手段和法定职权。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
教育惩戒，应遵循育人为本、
合法合规、过罚适当、保障安
全的原则。同时，还拟明确
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
戒等具体内容。

征求意见稿提出，教师
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
惩戒教育过程中，不得有以
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辱骂
或者以带有歧视、侮辱的言
行贬损等侵犯学生人格尊严
的行为等。

征求意见稿提出，学校
应当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
纪，明确教师实施学生管理
和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
则。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
当广泛征求教职工、学生和
家长的意见。校规校纪应当
提交家长委员会、教职工代
表大会、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后实施，并报主管教育
部门备案。

教育部表示，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12月
22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张阳

本报讯 11月22日，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了
2019年新增院士名单。中国科
学院选举产生了64位院士和
20位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选
举产生75位院士和29位外籍
院士。其中河南籍科学家共有
4人当选，中国科学院1人，中
国工程院3人。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马大为当
选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在
西北工业大学工作的李贺军
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
材料工程学部院士；在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
张喜刚当选中国工程院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的王
俊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
学部院士。

王俊
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

大学研究生院；1995年获得国
际抗癌联盟（UICC）ICRETT
奖学金，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
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和交流；
1997年获世界胸心外科界最
高奖——美国胸外科学会
(AATS)Graham Fellow 奖

学金（全世界每年1人得奖），
在美国接受严格的临床和科研
训 练 ，先 后 在 哈 佛 大 学
(MGH)，Mayo Clinic等著名
医学中心从事临床和科研工
作。

1992年创立了我国一门
新学科——电视胸腔镜和胸
部微创外科。至今在胸腔镜外
科手术难度、手术种类和手术
数量上居于国内领先和国际
先进水平。培养了全国80%以
上的胸腔镜外科医师。

张喜刚
1962年 3月出生，本科，

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公路规
划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在多个重大项目中担任过主
要技术骨干、分项负责人、项
目（总）负责人、项目主管总工
程师，为世界上最大跨径斜拉
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设计总
负责人。

2005 年荣获了交通部
“交通青年科技英才”光荣称
号，被评为中国公路学会百名
优秀工程师。

李贺军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
为材料学院院长，国家自然基
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
人，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先进材料及成
形技术“111”创新引智基地负
责人，教育部科技委材料学部
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常务
理事。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
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三
等奖7项。

马大为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化学系；1989年于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博
士学位；1990~1994 年在美
国 匹 兹 堡 大 学 化 学 系 和
Mayo Clinic 神经化学和神
经生物学研究部进行博士后
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
长。

200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2009年获得第七
届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
2009年当选上海市科技精英；
2018年获得科学大奖物质科学
奖。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

中美双方应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

习近平赞赏基辛格博士
多年来为促进中美两个伟大
国家关系发展投入的真挚感
情和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示他
所作的重要贡献将载入史
册。希望他健康长寿，继续做
中美关系的促进者和贡献者。

习近平指出，当年博士以
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同两国时

任领导人一道，推动中美这两
个国情不同的国家实现了关
系正常化，这一创举至今仍在
对中美两国和世界产生重要
影响。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
关键当口，面临一些困难和挑
战。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而
不同，讲究纲举目张。中美双
方应该就战略性问题加强沟
通，避免误解误判，增进相互
了解。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相
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正确方向

向前发展。
基辛格表示，我很荣幸在

过去 50 年里近百次访问中
国，亲眼目睹中国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50年来，美中关系
有过起伏波动，但总的方向始
终是向前的。现在，时代背景
已发生了变化，美中关系的重
要性更加突出。双方应该加
强战略沟通，努力找到妥善解
决分歧的办法，继续开展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这对两国和世
界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