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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5 月
28日，由中国共产党举办、各国共产党
参加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专题
研讨会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专题研讨会开幕之际，我谨代
表中国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会
议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同志们表示
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创造。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
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
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
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
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锲而不
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形成了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彰显了科
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生机活力。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而努力奋斗。我们愿同包括共产党在内
的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加强
对话、深化交流、开展合作，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
献智慧和力量。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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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点）5月 28日，省
政协主席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征求意见座谈会，贯
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听取省
政协常委、委员关于做好我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建议。省政协副主

席钱国玉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省政协委员焦锦淼、王

天顺、张利新、张允久、傅声雷、于鲁
冀、乔地、郜国玉、曹奎等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畅谈了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的体会，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

造绿色美丽小浪底、保障饮用水水源安
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大“两山”理
论宣传、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全省
绿色发展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表
示，要坚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
根本统领，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认
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下转第三版）

各国共产党赴华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

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在两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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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座谈会
刘伟主持并讲话

木里矿种草复绿工程全景⑨3 赵晓东 摄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但
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

●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
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
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
力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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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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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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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探访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秘密

“水到渠成共发展”网络主题活动启动

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万川明 栾姗

从河南能源义煤北露天矿的大门
一路向西，再向西，山迢水远。1600公
里，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木里矿区；
1700公里，柴达木荒漠戈壁的腹地，大
煤沟矿。15年了，一批又一批义煤人
抛家离乡来到“生命禁区”，把河南国有
企业的红旗牢牢插在壮美的青藏高原
上，谱写出一曲撼人心魄的拼搏之歌，
奋斗之歌，奉献之歌。

2016年8月23日下午，是最让他们
激动而自豪的时刻。正在青海省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青海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的远程视频，察看了木里矿区的生
态恢复情况。如今，总书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指示高高矗立在木里矿
区的大门口，也深深铭刻在每个人心头。

这家企业，就是河南能源义煤义海
公司。

她敢于创造奇迹，挑战人类生存的
极限，在海拔4200米的木里矿区、海拔
3500米的大煤沟分别建成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露天煤矿和井工矿；

她敢于趟出资源枯竭型企业异地
创业的路子，始终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的“三股劲”，一跃成为青海省首家一级
质量标准化矿井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
正朝着打造中国最美高原矿山的目标
阔步迈进；

她敢于树立行业的新标杆，把采煤
业做成了地道的绿色产业，在柴达木盆
地生态保护过程中，创造出被国家七部
委称为“以‘义海模式’为核心的‘木里
经验’”，种草复绿的效果让当地人都叹
服，“草怎么可以长这么深”。

让我们一一破解河南义海屹立青
海15年的成功密码。

一定要在这不毛之地闯
出一片新天地

这个横跨豫青两省的“义海故事”，
要从义煤北露天矿和海西州绿草山矿
务局的握手讲起。

本世纪初，义煤原北露天矿由于资
源枯竭，实施政策性关井破产。而远在
千里之外的柴达木盆地，绿草山矿务局

的大煤沟露天矿，因煤炭市场萧条连续
两年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当时的青
海省海西州招商引资小组辗转联系到
河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合作。

2003年，北露天矿党委决定，由王
宏昭、赵少普、张新国、刘所林、张占村、
王智荣等6名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赴
海西州考察项目。

一周的考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这地方压根不适合
人类生存，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大煤沟
露天矿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缺氧、无水、
无电、无通信信号，甚至没有路。最近的
居民点大柴旦离矿区也有近百公里之
遥，无论向哪个方向看，都是一眼望不到
边、单调到让人窒息的茫茫戈壁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回去没有出
路，不如在此放手一搏”。大煤沟矿是
独资经营，煤炭易开采、赋存条件好、资
源储量丰富。而且，如果接手此处，青
海省政府还将按招商引资政策，另外在
天峻县境内的木里煤田配给1.6亿吨露
天煤炭资源。

“伸出筷子就能夹到嘴里的好肉，
怎么会轮到咱来吃？只要我们发挥国
企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就一定能在这不毛之地，闯出一片新天
地！”投身西部、挺进青海的决议一旦做
出来，北露天矿上千职工群情激昂，摩
拳擦掌。

然而，现实却给这群热血儿女设置
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关隘。

“没有去过青藏高原的人生，是不

完整的。”这是游客饱览高原大美之后
的感慨。但是，长年在此工作呢？

第一关，高原环境关。
高海拔地区的特点就是缺氧、寒冷

和阳光辐射强。
大煤沟海拔 3500米，木里矿区海

拔 420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
区的 60%，空手走路就像背了一袋面。

“口渴、胸闷、头痛，连续几个晚上睡不
着觉。”谈起刚到大煤沟井工矿时的情
景，综采队采煤班班长肖东记忆犹新。

一般情况下，海拔升高1000米，温

度下降6摄氏度左右。木里矿区全年平
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40摄氏度。“昼夜温差之大几乎一天经历
一次四季轮回，夏季雨雪冰雹也是常
事。”天峻义海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松说，

“平原上长大，长年在高原生活，都会不
同程度地得上高原病。吃与不吃一个
样，睡与不睡一个样，由于大脑长期处于
缺氧状态，人变得很健忘，不管说啥事
情，扭头就忘。”

“高原红”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强烈
对面部角质层的损伤。来大煤沟露天
矿之前，矿长助理赵海峰是个白白净净
的帅小伙儿。“冬天的紫外线也能把人
晒伤，我时常穿着棉袄戴墨镜和遮阳
帽，还是晒出了‘高原红’。”赵海峰说。

第二关，吃住行关。
吃饭、住宿、走路，这些在平原地区

再也寻常不过的事情，在青藏高原却变
得“很费劲”。

吃饭“很费劲”。大煤沟矿地下水
含氟量是正常值的12倍，不要说饮用，
连洗澡也不行，饮用水只能靠冰雪融
水；蔬菜比肉还贵，西红柿、豆角都是
20块钱一斤，还要跑到一百公里以外
去购买；海拔越高压强越低，水烧不到
80摄氏度就开了，看着面条在锅里上
下翻滚，可就是煮不熟。

（下转第四版）

河南义海 屹立青海★改革开放现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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