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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6日电 国
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
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
出了加快建设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
体系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
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建符合科技创
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产业发展规
律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提升科
技供给与转移扩散能力。

《方案》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
标：到2020年，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
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互联互通的技
术市场初步形成，市场化的技术转移
机构、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发
展壮大，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
有机融合，技术转移渠道更加畅通，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国际
技术转移广泛开展，有利于科技成果
资本化、产业化的体制机制基本建
立；到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
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

体系全面建成，科技成果的扩散、流
动、共享、应用更加顺畅。

《方案》提出了三个方面重点任
务。一是优化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
础架构，推动形成紧密互动的技术转
移网络。激发创新主体技术转移活
力，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供给。
建设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构建互联
互通的全国技术交易网络。二是拓
宽技术转移通道，放大技术转移体系
的辐射和扩散功能。依托创新创业
促进技术转移，深化军民科技成果双
向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扩
散，拓展国际技术转移空间。三是完
善政策环境和支撑保障，保障体系高
效运行。强化政策衔接配套，健全国
有技术类无形资产管理制度，高校、
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成果
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统筹
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有关税
收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经过
两年多试点，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26
日正式亮相。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体方案》，到2020年，中国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整合设立一批
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
立，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根据方案，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
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
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
海洋区域。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
护地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
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
行最严格的保护。

方案明确，中国的国家公园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
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
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
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有国家
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
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享，着
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
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
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
利的游憩机会。

到目前，我国已设立 10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三江源、东北
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
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
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亮相”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印发

构建全国技术交易网络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
声称：中国正逐渐甩掉全世界最大科
技山寨国的名声，而美国已开始“山
寨”中国。

《金融时报》举出的例子包括被
外媒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
共享单车。不过，诚如外媒一贯套
路，溢美之词后话锋一转：“成堆的单
车像垃圾一样堆放在各个城市，让恼
火的监管者随后决定对共享单车市场
予以整顿。但这并未阻止 LimeBike
之类的共享单车追随无桩、扫码的中
国模式……”

那么留洋单车与在中国的“兄弟
姐妹”有何不同？海外境遇又能为我
们提供哪些启示？

配置内外有别

为适应各国对自行车上路的法规
要求，留洋的中国单车跟国内同胞在
软硬件配置上有所不同。以摩拜为
例，首批 200辆单车 9月 20日亮相美
国首都华盛顿街头，整体外观保持了
经典的红灰配色，但配置增加了三挡
变速器、自动前大灯和车筐杯架。

在新加坡，ofo“小黄车”发布的共
享单车则配备了适用于海外国家不同
网络通信制式的新一代智能锁，支持
用户通过手机客户端内嵌的谷歌地图
定位单车并扫码开锁。

“无桩”共享单车在美国发展极为

缓慢。即便是在对这一新生事物最为
友好的西雅图，Spin、LimeBike和ofo
也仅投放了 2000余辆。分析人士认
为，美国并非不具备发展共享单车的
技术条件，主要碍于公共管理压力。

“无桩”共享单车在新加坡发展很
快，但单车的骑行、存放、维护等问题
也日益凸显。新加坡城市主要道路上
还没有非机动车专用行车道。另外，
由于规划的自行车存放地点有限，很
多共享单车被随意乱停乱放。

审批与管控

共享单车只是改善城市交通出行
的工具之一，其发展速度、规模应服务

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全局考虑。在美
国，共享单车的发展执行严格的事前
审批和数量管控。

共享单车提高出行效率的同时，
会否影响城市特定群体的利益。比
如，城市居民短时间内快速转向自行
车出行，会否导致出租司机等群体收
入减少？乱停乱放又会否导致旅游观
光企业成本增加？

这些问题在创新过程中并非无关
大雅，对它们的充分考虑将制约创新
的发展速度，但同样能令创新的基础
更为稳固。“放任自由”或许会加速一
时的发展速度，但也可能瓦解创新的
可持续发展基础。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道路光明 坑洼不少

共享单车“出海”能否骑乐融融

9月25日，由青海省祁连山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主持开展的祁连山青海
侧雪豹调查工作第一阶段数据采集工
作完成。据了解，此次调查共在祁连
山保护区天峻县、祁连县境内多个管
护分区投放 154 台红外相机，收回
143台，其中，约40台红外相机拍摄
到了雪豹影像。图为9月22日，科考
人员在寻找安放红外相机的最佳地
点。 新华社发

青海开展
雪豹种群调查工作

9月 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观看天上西藏数字艺术展。当地
时间25日傍晚，“天上西藏 人间圣地”数字艺术展在莫斯科拉开帷幕。展览
用时下最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向俄罗斯观众全方位介绍西藏的人文景观和发
展现状。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亚洲开
发银行 26日发布《2017年亚洲发展
展望更新》报告，把中国今明两年经济
增长预期较四月份预测值分别上调

0.2个百分点至6.7%和6.4%。亚行首
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指出，亚洲经济
增长前景向好，这受益于全球贸易复
苏以及中国经济显现强劲势头。

亚行上调中国今明两年增长预期

9月 2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国际
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发
表题为《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
开展全球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提出
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共
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代表和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演讲把握时代脉搏，指出安全问题本
质和根源，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维护
世界安全稳定提供了中国方案，反映了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声。

洞察潮流 把脉世界安全形势
“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的重大问题。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
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
不上和平与发展。”习近平主席洞察历
史潮流，辩证指出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国际刑警组织警务部门执行主任
莫里斯说，习近平主席剖析了世界各
国在安全执法领域遇到的各种挑战，
深刻揭示了国际安全形势的本质。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网络犯罪、
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
安全问题愈加突出，安全领域威胁层
出不穷。习近平主席把脉世界安全形
势，指出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

多样性更加突出。
“一个看似单纯的安全问题，往往

并不能简单对待，否则就可能陷入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
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
天下来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

“全球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正
在不断拓展，传统犯罪在互联网和新
媒体的作用下翻陈出新”；

……
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安全形势，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同各国政府
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高举
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加强警
务和安全方面合作，共同构建普遍安
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认
为，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体现了中国
对全球安全的重视和支持。他说，我
们现在所面临的犯罪威胁是无国界
的，单打独斗难以保卫全球安全。

登高望远 指明安全治理方向
中国理念，一脉相承。新年伊始，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

主旨演讲，倡导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
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
主席在这次大会上，以“四个坚持”为
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指明发展路径。

——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
——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
——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
——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

“安全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
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

“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
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主席
的话语掷地有声。

言出必行 贡献中国智慧力量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起分享安

全治理的经验，愿为全球安全治理贡
献智慧和力量。”习近平主席的演讲立
足中国，放眼世界。

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
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
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
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

“中国不仅关注自身发展和安全，

也将目光投向周边与世界。”巴基斯坦
内政部长伊克巴尔认为，中国的安全
治理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也
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力量。

中国行动，铿锵有力。
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

布，在未来5年内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
列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工作的举措：

——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反恐、
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新型有组织犯罪
领域每年开展3次全球联合行动；

——为100个发展中国家援建升
级国际刑警组织通信系统和刑事调查
实验室；

——成立公安部国际执法学院，
为发展中国家培训2万名执法人员；

……
“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际刑警组

织，为组织的未来发展勾画了美好愿景，
显示了中国维护全球安全的坚定决心。”
阿根廷联邦警察总警监隆加格利亚说。

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不会一帆风
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需要
各国为之不懈奋斗。从北京出发，中
国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全球安全治
理、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新贡献
——解读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