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05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李旭兵 美编 党瑶

●● ●● ●●

□本报记者 尹江勇

4月28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
近日出台《河南省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构建更加符合
我省实际的科技奖励体系，激励自主创新，
激发人才活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河南和
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注入更大动力。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奖励
改革坚持“服务河南发展、激励自主创新、注
重价值导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围
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创新质量、实际
贡献为导向的奖励机制，进一步增强学术
性、突出导向性、提升权威性、提高公信力、
彰显荣誉性。

《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
出了深化我省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 10大
任务，堪称一次全面“升级”。

与现行科技奖励制度相比，改革后的
科技奖励制度重点有哪些变化？记者采
访了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

奖励机制：完善奖种结构，
奖励设置更规范

《方案》进一步完善奖种结构，在现有
“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河南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河南省科学技术合作奖”
三个奖种基础上，增设“河南省自然科学
奖”和“河南省技术发明奖”两个奖种。

该负责人表示，这一改变体现了我省
对于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发明创造的高度重
视，也使科技奖励更加符合科学技术发展
在基础研究、技术发明、应用研究三个阶段
的规律。改革后我省科学技术奖的奖种结
构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奖种结构相一致，将
有力促进我省基础研究成果和原创性发明
成果的出现。

此外，改革后的科技奖设置更规范，根
据国家要求，省政府设立一项省级科学技
术奖，其他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
（单位），均不得设立由财政出资的科学技
术奖；调整了奖励对象要求，明晰了专家评

审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的职责；健全科技奖
励诚信制度。

评价体系：设立提名制，评
审定标定额

《方案》对现行由行政部门下达推荐指
标、科技人员申请报奖、推荐单位筛选推荐
的方式进行改革，实行由相关部门、组织机
构、专家学者提名的制度。

负责人表示，提名者承担推荐、异议答
复等责任，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负责，这将进一步规范和简化提名程序，
引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专注学术，遏制学
术浮躁等不良风气。

此外，《方案》建立了定标定额的评审制
度，针对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
步奖，分类制定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为导
向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实施按等级标准提
名、独立评审表决的定标评审机制。改革
后，河南省科学技术奖总数不超过350项。

激励力度：大幅提升奖金，
着力增强荣誉感

《方案》坚持“物质利益和精神激励相
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奖励的激励
性和荣誉性。

一方面提高省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
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奖金标准为300万
元/人，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奖金标准为一等奖50万元/项、
二等奖30万元/项、三等奖20万元/项。并
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人员给予省级
配套奖励。省科技奖奖金和国家科技奖
省级配套奖励的奖金全部属获奖人所
得。“奖金标准的大幅度提高，让我省科技
奖励制度在中西部地区保持了竞争力。”
该负责人表示。

另一方面，我省着力增强获奖科技人
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大力宣传获奖成
果、获奖人员和获奖团队，弘扬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鼓励创新、开放协作的良好社
会风尚。③5

新增两个奖种 大幅提升奖金

我省科技奖励制度全面“升级”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目前，我
省南部地区小麦已进入盛花期，其他
麦区已经开始扬花，小麦赤霉病防控
进入最紧要关头。4月 28日，记者从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小麦赤霉病
预防面积已达 7736 万亩次，其中统
防统治 3359万亩次、群防群治 4377
万亩次，以赤霉病为重点的小麦病虫
害防控掀起高潮。

进入 4月中旬以来，我省各地认
真贯彻落实省政府通知精神和豫南六
市小麦赤霉病防治工作会议精神，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防控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

省植保站专家提醒，黄河以南麦

区要继续加大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
病害防控力度，抓紧对扬花期偏晚的
麦田进行喷药预防，部分重点区域要
开展第二次防控。“由于近期雨水较
多，用药上要选择戊唑醇、氰烯菌酯
等内吸性、渗透性、耐雨水冲刷性较
好和持效期较长的药剂，药量要足，
喷液量要大，喷洒要匀，以保证防治
效果。”

对于黄河以北及豫西麦区，应重
点监控麦穗蚜，各地要根据病虫发生
的实际情况，确定防控主攻对象，统
筹兼顾，综合防治，科学配方杀菌剂
杀虫剂，混合施药，一喷多效，控制多
种病虫危害。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4月 27日晚，随
着《穆桂英挂帅》经典再现，“马派”艺
术名剧在洛阳歌剧院上演。

作为第三十七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洛阳市委
宣传部等主办的马金凤艺术周拉开
帷幕。首场演出《穆桂英挂帅》由国
家一级演员、马金凤亲授弟子关美利
主演。演出结束后，98岁的马金凤走
上舞台，与观众见面，并把自己演出
用的一头点翠凤冠赠给洛阳豫剧院。

据了解，27 日至 29 日晚，以洛

阳豫剧院演艺有限公司为班底，“马
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打
朝》《花枪缘》等将接连上演；30 日
晚，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新创作的豫
剧《马金凤》也将进行展演。艺术周
期间，“马派”艺术进校园活动和戏
曲流派——豫剧“马派”艺术座谈会
也陆续举办。

马金凤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
爱的豫剧艺术大师，曾担任洛阳豫剧
团团长。她一辈子视戏如命，熔豫东
豫西调于一炉，创立“马派”声腔，有

“洛阳牡丹”的美誉。③6

我省小麦赤霉病预防
已超7736万亩次

马金凤艺术周活动在洛启幕

“我知道您已经非常劳累，这么晚
还专门接待我。”

27日 18时 30分许，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孔
特。孔特对习近平主席的用心安排表
达感谢之情。

一个多小时前，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刚刚
闭幕，习近平主席一刻也没有休息，就
从京郊赶回市内。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
利，中意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
解备忘录。当时，孔特总理当面向习近
平主席表达了对参加高峰论坛的期待。

聚盛会

如约而至，共赴盛会。
智利总统皮涅拉、奥地利总理库尔

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埃及总统塞
西、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一次次热
情握手，增进友谊、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这个春天，古都北京再次见证共建
“一带一路”征程又一重要历史节点。

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6000多位外宾……一组
参会数据，折射出“一带一路”的国际
影响力、道义感召力、合作吸引力。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法国外
长勒德里昂、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
尔特迈尔、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一长串高级代表名单，也印证着高峰
论坛的分量。

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大洋洲……
各方积极踊跃参会，热情高涨。

“当中国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条条大路再次
通往北京。”有海外媒体如是评论。

“一带一路”，魅力何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

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
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话语铿锵。

三个“顺应”，揭示共建“一带一
路”成功的奥秘：“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
子的强烈愿望”。

三个“要”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指明路径：“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要努
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台下，年近八旬的哈萨克斯坦首
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同其他外方领导
人前排就座，不时颔首，边听边记。

缅甸政府去年专门成立共建“一

带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国务资政昂
山素季亲自担任主席。她对习近平主
席说，缅甸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将为
世界和本地区带来福祉，给两国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个月前泰国刚刚完成国会下议
院选举，总理巴育克服国内日程繁忙
前来参会，期待在基础设施、规则、人
文和数字 4个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务
实合作，加强互联互通。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首届高峰
论坛 2年来，会议成果全部得到落实，

“一带一路”建设从总体布局的“大写
意”，步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阶段。

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考察白俄
罗斯中白工业园，出席统一品牌中欧
班列首达欧洲（波兰）仪式，同河钢集
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人交流
互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6年来，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多次亲临
现场，见证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这次，参会各方嘉宾带来了一个
个建设成绩单——

一座钢厂重生，幸福了一座城。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介绍了中方援建
的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最新情况。目前
钢厂已成为该国第一大出口企业，所
在城市失业率由之前的18%降至6%。

在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看来，“一带
一路”倡议带动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
和工业化进程。他告诉习近平主席，
肯方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合
作，使“一带一路”向非洲中西部延伸。

智利总统皮涅拉此行带来高规格
代表团，包括参议长金塔纳、前总统弗
雷。皮涅拉感慨地说：“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现了古丝
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在新时代促进了
世界文明的交流。”

话联通

27日上午，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二
层集贤厅。习近平主席同37个国家的
领导人和2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围坐在一
起。直径14米的环形会议桌中间，黄蓝
色丝带交织合抱的论坛会徽格外醒目。

10 时 30 分，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领导人圆桌峰会开始。

会场上，细心的人会发现，本次圆
桌峰会所用座椅比首届时窄一些，座椅
间距也变小了，原因是参加会议的领导
人从 33位增加到 40位。一幅紧密互
联、团结协作的生动画面呈现眼前。

“推进互联互通，挖掘增长新动
力”“加强政策对接，打造更紧密伙伴
关系”“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落实

联合国 2030年议程”……持续一整天
的圆桌峰会，习近平主席全程主持三
个阶段会议，各方领导人围绕精心设
计的议题轮番发言，深入沟通。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
近 6 年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共建“一带
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
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联则通，通则兴。
“‘一带一路’倡议帮助老挝实现

‘陆联国’梦想”；
“‘一带一路’唤醒欧洲”；
“大批国家连接起来，促进全球共

同增长”；
……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成为各大
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词。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这一创新理念，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得到与会各方一致赞同。

推动互联互通，高层战略沟通无
疑起到不可替代的政治引领作用。

从 10 时 30 分到 17 时许，圆桌峰
会持续 6个多小时。其中第二阶段会
议是利用工作午餐时间举行，日程安
排密集紧凑。

这与70公里之遥的人民大会堂的
场景十分相似——外方旗帜频繁更
换，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同来华的外国
政要一一见面。

一天 14场双边会晤！从 10时到
19 时 40 分，高峰论坛开幕前一天，
习近平主席的“忙碌指数”再创新高。

27日傍晚，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新闻发布厅，中外记者云集。17时 20
分许，习近平主席来到这里，介绍论坛
丰硕成果。

重申致力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决定加强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支持
着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一系列重要共识成为各方加强合作的
行动指南。

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开展务实项
目合作，发起成立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
作平台……在高峰论坛筹备进程中和
举办期间，各方达成283项具体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
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习近平主
席用四个“越来越”道出本届高峰论坛
向世界传递的明确信号。

创未来

不负使命，不负时代。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携手努力让各
国互联互通更加有效，经济增长更加强
劲，国际合作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更加美
好。”记者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

“人民”二字，是高峰论坛上的高
频词。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进各国人民
福祉”……圆桌峰会通过的联合公报，
凝聚了各方领导人的普遍共识。

应潮流、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
共建“一带一路”，昨天的未来已

经到来——
“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

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
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新
贡献”，习近平主席揭示了共建“一带
一路”背后的演进逻辑。

“从 2013 年到现在，‘一带一路’
倡议从概念变成了现实，这令人振
奋。”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说，现在
这一倡议已经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

共建“一带一路”，今天的未来正
在到来——

“打造繁荣与和平世界的共同命
运，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圆桌峰会联
合公报发出各方共同的声音。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认为，“一带
一路”是面向未来的倡议，“为世界经
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维度”。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习近平主席
说，共建“一带一路”是个伟大的倡议，
既包含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又充满
对世界前途的思考。

高峰论坛落幕，中国领导人的繁
忙日程仍在继续。

28日晚，习近平主席同参加完高
峰论坛的部分外方嘉宾齐聚延庆，共
同出席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开幕式。

举办北京世园会，是中国向世界
发出共建美好未来的“绿色邀请”。

挥锹、培土、浇水……北京世园会
开幕式前，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
参观园艺展，并在中国馆外草坪“共培
友谊绿洲”。

一棵棵西府海棠秀美挺拔，充满
生机……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
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
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
好！”

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演讲
中的倡议，必将春风化雨，成为人类共
同的追求。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携手奔向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实

河南文艺名家
赴京慰问豫籍务工创业人员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陈小平）4
月 28日下午，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中国梦·劳
动美·工会情”五一慰问河南籍进京
务工创业人员戏曲演唱会在北京市
大兴区青云农艺基地举行。李树建、
范军等河南文艺名家来到劳动者中
间，用精彩的节目向在京的河南籍劳
动者致敬。

此次活动由省总工会、省文联、
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办。活动现场，
华都建筑方队、省政府驻京办“河南人
之家”方队等十余个方队，整整齐齐
就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河南人。此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
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周国允，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
高峰，全国道德模范李守禄，中国好
人、北京市劳动模范张喜忠，首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连友等在京优秀
河南务工人员代表，也来到了现场。

演出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
演唱了《大登殿》选段，著名曲艺表演
艺术家范军携徒弟明男男，带来了充
满中原韵味的相声《河南元素》。老
一辈艺术家杨华瑞、虎美玲、王宽，分
别表演了豫剧《朝阳沟》选段、《破洪
州》选段、《我爱我家》选段，令观众十
分动容。豫剧名家王惠，著名曲剧表
演艺术家杨帅学、白军选等也纷纷登
台献唱，台下掌声不断。

“我们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首都建设贡献我们河南人的智慧和
力量。”李高峰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
出满满的自豪感。

“这些年，数十万河南劳动者为
首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河
南人的一面旗帜，为出彩河南赢得了
美誉。作为文艺工作者，不能忘了这
些人。”李树建表示，要创作出更多精
品力作，为广大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提
供精神食粮。③6

4月28日，2019中华张姓拜祖大典暨海峡两岸张氏宗亲联谊活动在濮阳举
行，海内外的张氏宗亲代表汇集于此，共祭中华张姓始祖——挥公，进行文化交流
和经贸合作。图为濮阳县挥公园内，大典进行弓箭武术祭拜。⑨6 赵少辉 摄

《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出了深化
我省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 10大任务。

◎完善奖种结构 ◎实行提名制 ◎建立定标定额的评审制度
◎调整奖励对象要求 ◎明晰专家评审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的职责
◎增强奖励活动的公开透明度 ◎强化奖励的激励性和荣誉性
◎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 ◎规范科学技术奖设置
◎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

激励力度：大幅提升奖金，着力增强荣誉感

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奖金标准:300万元/人

●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人员给予省级配套奖励

●省科技奖奖金和国家科技奖省级配套奖励的奖金全
部属获奖人所得

一等奖50万元/项、二等奖30万元/项、三等奖20万元/项

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奖金标准：

制图/党瑶

“爷爷是我们家乡的骄傲，他短
暂的一生都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
奋斗，受尽千般折磨始终不向敌人低
头，牺牲时年仅 30岁。”革命烈士张
周勤的孙子张光辉说。

张周勤，又名张行一，化名胡轩，
1917 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马王镇，
他自幼勤奋好学，九一八事变后，张
周勤和同学一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为拯救民族危难奔走呼号。

1937 年，张周勤在西安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同年 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中共陕西
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党员到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学习。刚刚结婚 3天的张
周勤告别新婚妻子，在家人的不舍
中奔赴延安，接受系统的军事理论
教育。

抗大毕业后，张周勤被分配到十

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任站长，负责接
送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并为营救前
往延安途中被敌特机关扣押的进步
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
军队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张周勤
被调往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科，先
后到榆林、陇东一带做情报调查工
作。

1947年 1月，张周勤到西安侦察
敌情。在长安县争取国民党中统特
务时，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
幸被捕入狱。半年多的时间里，敌人
对张周勤用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贞
不屈。1947年 10月 7日，年仅 30岁
的张周勤在西安被敌人杀害。

每到清明时节，都会有大批党员
干部和群众来到位于张周勤故乡的烈
士陵园祭奠他，缅怀他的精神，告慰他
的英魂。（据新华社西安4月28日电）

张周勤：铁血丹心 至死不渝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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