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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 28日电 外交
部 28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
席主持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相关
情况。

王毅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 6月 9
日至 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会议并举行
相关活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
察员国领导人和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应邀与会。

王毅表示，青岛峰会是上海合作
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也是中
国今年第二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届

时，习近平主席将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
7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领导人，以及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一道，
共商合作大计。习近平主席将为各方
来宾举行欢迎宴会，共同观看灯光焰火
艺术表演，并将先后主持小范围和大范
围会谈，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和前
景、新形势下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同大家深入交换意见，同其
他成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青岛
宣言，批准10余份安全、经济、人文等领
域合作文件。结合青岛峰会，习近平主
席还将邀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以及伊朗总统对华进行访问，并
同其他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务院扶
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和 2017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会议精神，切实加强
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落实资金监管
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办法》对扶贫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办法》明确，扶贫项目资金是支持
脱贫攻坚项目（含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项目）的各类财政资金。扶贫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应遵循目标导向、注重效果，

统一部署、分工负责，全程跟踪、创新管
理，压实责任、减轻负担的原则。

《办法》要求，市县级财政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对扶贫项目相
关资金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实施全过
程绩效管理。一是科学合理测算扶贫
项目资金需求，设定扶贫项目资金绩效
目标。二是建立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
标执行监控机制，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定
期对预算和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分析。三是预算执行终了，有关部门
应当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

《办法》提出，绩效自评结果和抽
查结果应当作为有关部门和单位改进
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和安排以后
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各级财政和扶
贫部门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
财政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初夏时节的洪湖，荷叶田田、湖风
阵阵，一浪打过一浪的湖水，仿佛述说
着曾经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红五
子”的故事。

刘绍南，别名刘自棠，1903 年出
生于湖北省沔阳县戴家场土地沟（现
属湖北洪湖市）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受
党组织派遣，刘绍南回家乡发动和领
导工农革命运动，先后任中共沔阳县
委委员、沔南区区委书记、沔阳临时县
委书记、中共湘鄂西党委书记兼武装
总指挥等职。

1927年 9月 10日，遵照中共湖北
省委和鄂中特委的指示，刘绍南等率
领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共 300余人，
在戴家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中秋”武
装暴动。1928年夏，红十六师挺进湘
西，刘绍南留守洪湖。7月 10日，刘绍
南等在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时被敌人重
重包围。激战中，刘绍南伤重被捕。

被捕后，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收
买，刘绍南不为所动，坚决斗争；面对

敌人非人酷刑的折磨，他铮铮铁骨，威
武不屈。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押
着刘绍南游乡，他一路上慷慨激昂地
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临刑前，敌人企图以他的妻子正怀
有身孕、父母年过半百劝降刘绍南，被
刘绍南严词拒绝。刑场上，刘绍南高
唱起自己在狱中写下的《壮烈歌》：铡
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
命杀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眼
睛哪肯把敌瞥！宁死不屈，烈！烈！烈！

1928年 7月 23日，刘绍南慷慨就
义，年仅 25岁。由于他与彭国材、贺
闯、涂位云、李德珍是洪湖沿岸地区农
民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后人赞誉他们
为洪湖的“红五子”。

刘绍南的英雄事迹影响着一代一
代的洪湖人。他所在的村子，后来更
名为绍南村，他的故居也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青年学生前来
瞻仰祭奠英烈。

（据新华社武汉5月28日电）

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涉及
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和企业职工的切
身利益。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

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此次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哪
些方面？改革的亮点在哪里？记者日
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

改革突出市场化方向

此次改革是对国有企业工资分配
制度的一次系统性改革。适应国资国
企改革进程，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现代
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使国有企业
工资分配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这是
此次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邱小平认为，此次改革突出了国
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市场化方向。在工
资总额确定办法上，改变了过去国有
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同经济效益单一指
标挂钩的办法，要求统筹考虑一揽子
因素，合理确定工资总额。

邱小平指出，要加强人工成本投
入产出率和职工工资水平的市场对

标，使工资水平是否合理更多由市场
决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求在确定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时要统筹考虑一揽
子因素，并不意味着弱化企业经济效
益在确定工资总额中的作用，更不意
味着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可以不分情况
地普遍上涨。国有企业必须以创造经
济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为主要目标，
企业经济效益始终是决定工资分配的
核心因素。”邱小平说。

加强监管体制机制

“统筹处理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
之间的工资分配关系，解决目前国有
企业工资分配中一定程度存在的职工
工资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也是
此次改革的重点。”邱小平表示，允许
符合条件企业特别是主业处于充分竞
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工资总额增长与
经济效益增长同步，对主业不处于充
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则继续实

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
据邱小平介绍，此次改革将根据

企业功能性质定位和行业特点，分类
科学设置联动指标。“市场竞争越充
分、内控机制越健全的企业，拥有的工
资分配自主权越充分，这有利于倒逼
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邱小平说。

除此之外，邱小平指出，改革进一
步健全了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要
求人社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发布
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行业人工成本
信息、工资指导线和非竞争类国有企
业工资增长调控目标；强化了履行出
资人职责机构的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监
管职责，对做好所监管企业工资总额
预算方案备案或核准工作、加强预算
执行情况监控和清算等提出明确要
求；明确要健全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
入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同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据新华社5月28日电）

习近平将主持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相关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来年
财政资金分配重要依据

刘绍南：宁死不屈真烈士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国企效益是决定工资分配的核心因素
——人社部副部长解读《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意见》的重点是国有企业

工资总额分配，改革的内容

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改革工

资总额决定机制；二是改革

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三是完

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

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

制机制。

邱小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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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
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的“动员
令”。参加大会的两院院士和科技工
作者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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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中国科技创新实现
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
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
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党
对科技事业的领导。”科技部部长王志
刚表示，通过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
导体制，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深化
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
成长规律的认识，抓重大、抓尖端、抓
基础，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政治保证。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六个“坚持”、五个

“着力”，分析了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
力、加速跨越的关键支撑，我国对世界
科技创新贡献率大幅提高，已成为全
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

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
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
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

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
严峻挑战。

院士们表示，基础科学研究短板
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我国科技领域
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有创新决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创
新是另一回事。”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院士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希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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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做新
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中国科
协党组书记怀进鹏院士说，要敢于走
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可控。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
科技成就。

“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
大功夫。”北斗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
元喜院士说，我们要集合精锐力量，做
战略性安排，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
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

势，甘坐冷板凳，勇做栽树人。”中科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郭华东院士
说，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加快科研
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
机。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
生院士说，我们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匠
精神，又要有团结精神，要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

科技体制改革要为科学
家“松绑”

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
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
的巨大潜能。王志刚表示，近年来，
我们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
突破、纵深发展，科技体制改革主体
架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改革既要
向 科 技 要 规 律 ，也 要 向 科 技 要 力
量。”

“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
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
法，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
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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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总书记的
话语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必须要让科技人员沉下心来，
认真地做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
琪表示，科技体制改革还是要围绕
人来改，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有
积极性，让科技人员讲到科技就兴
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面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得到广大科技工
作者热烈欢迎。

一些院士反映，与创新强国的目
标相比，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显
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
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
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
暇。

“主要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
低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
决。”王志刚表示，我们首先要把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好。干什么、谁来
干、怎样干的问题要先回答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继续坚
决推进，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
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
解放出来。

“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
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
的主体，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

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
业。”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说。

让天下英才聚神州、万
类霜天竞自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一切事
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
果都是人做出来的。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
人才实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
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
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中
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表示，在创新
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
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
相奔腾。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
要，必广其途以储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人才
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
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
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
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总书记的讲话说到了科学家们
的 心 里 。 要 培 植 好 人 才 成 长 的 沃
土，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
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
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
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的竞争机制，这就是为科学人才‘松
绑’，让‘千里马’竞相奔腾。”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张杰院士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要给
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这
是对中国科学未来的殷殷期盼。”中
国科学院院士刘明表示，当科学家
是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
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
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让未
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