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要闻│042020年 1月 10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孔学姣 窦晓雪 美编 王伟宾

□新华社记者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明的进
步。

当古老的东方民族跨越百年沧桑，科学技
术越来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
何让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须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吹
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这是一颗巨变的“种子”，正以惊人的速度
不断“生长”。

从“嫦娥”探月到“长五”飞天，从“蛟龙”入海
到航母入列……中国以一系列创新成就实现了历
史性飞跃，创新高原之上耸立起尖端科技高峰。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一个
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自信宣示：让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当2020年的第一缕阳光播洒在伶仃洋上，
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宛如一道跨海长虹，
蔚为壮观。

这片海，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科技的创新传
奇，亦铭记着百余年前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耻
辱记忆——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大
门，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
员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
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
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
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回望中华民族这段苦难深重的历程，习近
平总书记一语揭示出历史演进中蕴含的深刻逻
辑。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局的牛鼻
子。

2013年 9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的课堂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搬到了中关村，“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学习主题。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几十年来高速行进的中国，此时到了一个

攸关未来的路口——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
二，但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
难以为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诸多全球性难题接踵而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
构成严峻挑战。

2015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
展，强调的是创新的战略地位，对社会经济发展
的‘撬动作用’。”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眼中，
正是这个“第一”的重大判断，释放了创新活力。

新思想的光芒，照亮崭新的时代。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
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
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走进张江科学城的展示厅，总书记希冀科技
工作者“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
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在江西考察，总书记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
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
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国内考察到出席中
央会议，从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作出重
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中国创
新发展的路径方向。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

奠基之举、长远之策，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进行
战略性、全局性谋划——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立足全局、面
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

要求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成
为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创造性发展；

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
科技创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成为面向未来
30年推动创新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
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
规律、深化认识，构建了从创新的理念到战略到
行动的完整体系，带领全体人民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历史的巧合，有时意味深长。
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新旧两条京张铁路

穿越百年时空，在这里交汇：
从立志摆脱“东亚病夫”屈辱修建的“争气

路”，到引领智能高铁的“先行路”，从时速35公里
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着一个国家的创新飞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既不
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神州大地回荡着“第
一动力”的时代交响。

高铁、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卫星成体
系走出国门……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编织起
新时代的创新版图；

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并跑、领跑的比重
越来越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
14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近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国内生产总
值接近百万亿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赶超世界的强国梦正
在实现历史性跨越。

2019年 12月 27日，中国南海之滨。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借力于底部喷涌
而出的金色巨焰，长征五号似离弦之箭向天而
去。

同一天，上海浦东机场第四跑道。
C919大型客机 106架机在此一飞冲天，顺

利完成首次飞行任务。至此，C919大型客机 6
架试飞飞机全部投入试飞工作。

“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前面的路还很
长，但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懈怠，要一以贯
之、锲而不舍抓下去，用前进的目标激励自
己，用比较的差距鞭策自己，力争早日让我们
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研发中心考察时语重心长
地说。

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道阻且长，但紧要处
往往就是那几步。

从圆梦国产大飞机，到长征五号走出发射
“至暗时刻”……这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
词中“点赞”的重大成就，折射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事业日新
月异的面貌，见证着中国创新爬坡过坎的顽强
拼搏。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
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加快改革步伐、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
环境，为我国科技创新把舵定向，指明具体路
径。

这是让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协同发挥作用
的大刀阔斧——

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一席话赢得全场热烈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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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体制改革涉深水，向多年束缚创新的
藩篱动真格；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对分
散在 40多个部门的近百项科技计划进行优化
整合；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的痼
疾得到明显改善。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143项
改革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画出“施工图”，《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关于深化科技
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等一系列重磅文件的出
台，为科技创新工作保驾护航……

这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清醒论断——

2020年1月2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
刊文展望新一年里科技界可能发生的 10件大
事，“中国建造全球第一台E级超算”荣登榜单。

E级超算即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是名副
其实的“国之重器”。2019 年初，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协同
创新展示中心，他仔细观看“天河”系列超级
计算机等产品展示，对核心技术的关切溢于
言表。

回忆当时的场景，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主任
刘光明至今心潮澎湃：“总书记的话，给了我们
很大鼓励，让有梦想的人更有信心和激情投入
到创新事业中！”

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促成的巨大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

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
丢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嫦娥四号首次月背着陆，第 52、53颗北斗
导航卫星进入预定轨道……2019年一年间，一
些领域集中力量、合理配置资源，相继取得重大
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

“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
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科技创新领
域的长远未来进一步作出系统谋划。

积跬步以致千里，汇涓滴而成江海。
从对科技创新领域进行长远谋划，到搭

建科技创新制度的四梁八柱，再到激发科技
创新潜力的一系列实招，我国科技创新活力
不断迸发。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重
温历史，几多感慨，几多壮志。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019年 5月，一辆蓝色和银色相间的子弹
头列车在青岛帅气登场，未来感十足的外观让
这辆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甫一下线，便立刻成为

“网红”，收获“粉丝”无数。
时速600公里、经过近三年技术攻关、成功

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高速磁浮
列车不仅颜值高，科技含量更高，且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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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金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向祖国致敬》的旋

律雄壮激昂。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
握手表示祝贺。

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在获得这份
国家最高荣誉的名单中，孙家栋、袁隆平、屠
呦呦……这些都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拓者和
引领者。

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鼓舞着新时代创新者前行的步伐。

在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程”上，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9677.93亿元；2018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从过去引进吸收再创新，到如今推动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这一历史性变革，彰显
着中国的发展动力正向创新引擎上切换，实
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工程创新的“多轮驱
动”。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一个个中国制造
令人瞩目。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说：“把创新
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
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这是强起来的关键支
撑。”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问
题的金钥匙，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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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科技领域

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国科
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
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

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要靠自己。
“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把区块链作为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从大数据到
人工智能再到区块链，人们发现，中南海的课堂
总是站在世界信息技术的最前沿。

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人
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对科学创新的最前沿
如数家珍。

在前沿领域乘势而上，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引领产
业向中高端迈进；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
动，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勇立潮头、踏浪而行，中国的自主创新，不
断开创崭新局面。

从首张月背照片到首张黑洞照片，当人类
逐步打开观测宇宙的新窗口，中国科学家在这
个探索宇宙奥秘的征程中，不断贡献着自己的
智慧与力量。

从“ 中 国 天 眼 ”（FAST）到“ 世 界 巨 眼 ”
（SKA），从人类基因组测序到泛第三极环境研
究，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

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
时代声音。

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中，广大科技工作者提
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妙招”，也把惠民、利民、
富民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
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当一个个有作为、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名

利双收”，当一代代创新的主力军不再被“束手
束脚”，当科学家成为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一
个东方大国的科技天地必将群英荟萃，未来中
国科学的浩瀚星空必将群星闪耀！

创新的种子已经播撒，创新的激情正在升
腾，创新的中国风华正茂。

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
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人们清晰
地看到，一个朝气蓬勃的创新中国在逐梦征程
上将要跨越的重要坐标。

“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
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华儿女正向
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
前进！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创新，在复兴的征程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科技创新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小平

1月 6日，记者如约在省科协见到了房卫
平。作为省科协副主席，同时又是长期从事棉
花遗传育种工作的专家，56岁的房卫平每天
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放下手中的活儿，房卫平热情地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与棉花的故事。

“棉花是极为重要的生活和战略物资，可
是被称为‘棉花的癌症’的黄萎病，一直是制约
棉花生产的一大世界性难题。”房卫平回忆，上
世纪80年代以来，棉花黄萎病的几次大暴发，
严重危害了我国的棉花生产，不少连片棉田减
产甚至绝收。

“黄萎病的病原菌在土壤中能存活多年，
加之病原菌变异频繁，所以采用喷药、轮作倒
茬等传统防治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培育抗病
品种成为公认的最经济有效的防控途径。”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房卫平就把自己的全
部精力放在培育优质抗病高产棉花新品种上。

选育抗病品种，必须有合适的抗源。但是
陆地棉种里缺乏免疫或高抗黄萎病的种质资
源，严重影响了棉花抗黄萎病新品种的育种进

展。“选抗病材料是很费劲的，我们需要在田间
一株一株地筛选。”房卫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们
7个研究人员守着 30多亩试验田，从挖沟、浇
水，到播种、打药，干的活和农民没有差别。不
同的是，农民休息时，他们还得扎在实验室里
做研究工作。

由于黄萎病致病菌系复杂，很难找到有效
的解决方案。经过反复琢磨，房卫平创新提出
了“以模糊对模糊”的办法。当时，他把省内各
大产棉区都跑了个遍，哪块地发病严重他都了
然于胸。“每年我都会让各地的棉农把发病的棉
材给我留着，粉碎后施到我们的试验田里。”房
卫平说，年复一年，“五毒俱全”的试验田几乎集
合了全省各地的黄萎病病原菌，在这样的病圃
中筛选出来的品种，到生产中也会表现很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黄萎病病圃中连续
定向选择了整整8年，房卫平他们终于育成了
高抗黄萎病陆地棉新品种——“豫棉 21号”。
同时，他还在国际上率先发现棉花抗黄萎病的

分子标记，并建立了棉花抗黄萎病分子标记辅
助育种体系，大大提高了棉花抗病育种的效
率。

此后，“豫棉 21号”先后被河北、山东、江
苏、湖北、四川、新疆等省、自治区的科研单位和
大专院校作为抗黄萎病种质引用，并以其为亲
本培育了一批棉花抗病品种。至今，“豫棉 21
号”仍是我国棉花抗黄萎病鉴定的抗病对照品
种。

30多年来，房卫平主持和参与培育的棉
花新品种有17个，在省内外累计推广 5000多
万亩，创造经济效益60亿多元。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我省棉花种植面
积虽然减少了，但棉花育种力量依然强大，尤
其在品种的抗病性研究方面仍领先全国。房
卫平培育的棉花新品种不仅在国内“吃香”，其
中“银山2号”还走红塔吉克斯坦，令当地棉花
增产一倍以上。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将该
品种命名为“友谊1号”，并号召在全国推广。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未来会有
更多国内外的朋友到河南‘找种子’。我们要
抓住这一机遇，加强育种工作，让更多河南的
棉花种子在国内外生根。”房卫平说。③8

争做 河南人

房卫平：给棉花治病的专家

谋篇布局，引领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为我国科技事业把舵
定向、指明路径，指引中华民族
迸发创新活力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中国向着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观察大势、谋划全局，
作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之选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 月 8 日 13 时 58
分，郑州某跨境电商企业在郑州机场海关顺
利办结了一票跨境电商退运商品通关手续，
这批商品是该企业发往韩国仁川海外仓的
一次性纸杯，由于品质原因需申请退运进
境。这批货物通关手续的顺利办结，标志着
全国首票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包裹退运业
务在我省完成。

1月 9日，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包裹退运业务的顺利开
展，将有效满足我国企业出口海外仓线上销售
的商品因质量和规格等原因退运进境的需求，
实现跨境电商商品“出得去，退得回”，进一步
促进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健康发展。

出口海外仓指企业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将
商品批量出口到境外仓库，拿到订单后，再将
商品送达境外的客户及消费者，是中国企业海
外布局的关键一环。该模式下，企业出口产品

拥有价格和时间优势。
办理首票海外仓退运业务的电商企业负

责人说，该项业务的开展为出口电商企业打通
了退货渠道，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多利好。跨
境出口的商品和货物，损坏的可以回到国内维
修；境外订单取消的，商品和货物可退回国内
根据商品情况进行处理。这也有利于出口电
商企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升我国跨境电
商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③8

全国首票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包裹退运业务在我省完成

出口电商企业有了退货渠道

(上接第一版）领导班子要安排专门时间集中学
习讨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专题学习，全面领
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工作要求，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入推动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教
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工作，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通知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
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常抓不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
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
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认真做好主题教育总结等工作，确保
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教育引导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
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
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

“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
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通知要求，要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
内的自觉解决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强大的政党是在
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这次主题教
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增
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能力，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
的现象作斗争，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把我们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持续抓好主题教育各项
整改任务落实，已经整改的要巩固成果，正在整
改的要加大力度，决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
要继续深化专项整治，上下联动、标本兼治，整
体推动问题解决。

通知强调，要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
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完善和落实担当
作为的激励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发扬斗争精
神，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
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
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
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解
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的工作机制，真抓实
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要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脱贫攻坚、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精
心谋划好全年工作，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任务。

通知强调，要结合实际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狠抓制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完善和发展党
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党
中央将印发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的
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
重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对党忠
诚教育、检视整改违背初心使命问题、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事、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等方
面，总结提炼主题教育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形
式固化下来，形成长效机制。要加强制度执行
的刚性，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确保
制度落实落地，使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
能。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
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强化制度意识、维
护制度权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发挥好“头
雁”效应。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