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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金时刻

自 立 自 强 新 攀 登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科技创新新实践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
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动员令”：“努力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川藏铁路的枢纽
站……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
入自主创新第一线。“抓创新不问‘出身’”

“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点科技人员
参加”……总书记的话语，激励着科技工作
者攀登高峰的决心。

从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到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从加快建设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到进一步加大民生科技
的布局和支持力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引
领下，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正在开启。

强自信 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

姜鹏，至今难忘在工程科学“无人区”探索
的经历——

望远镜跨度500米，控制精度却要达到2
毫米。没有先例，许多人都疑问：“行吗？”跨
过近百次失败，超高耐疲劳钢索终于撑起

“中国天眼”的“视网膜”。
自落成以来，“中国天眼”发现近 400颗

脉冲星，是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
冲星总数的 2倍多。大望远镜能接收百亿
光年外的电磁信号，观测申请从境外络绎
而来……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察看“中国天眼”
现场并连线交流，让姜鹏更加坚定信心。

从参观月球样品、致电祝贺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成功，到察看计算光学、脑科学与人
工智能交叉科学实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牵挂着创新这把“金钥匙”。

攀登科技高峰的征途上，正留下越来越
多中国人的足迹——

从“天问一号”探访火星，到“奋斗者”号
深潜马里亚纳海沟；从快速研制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和高水平疫苗，到成功下线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科技制高点上的

“中国印记”，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点赞”：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
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向高水平自立自强迈进，科技人员有了
更坚实的支撑——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以
上，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
技力量，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
制”……保障自主创新的改革蓝图徐徐展开。

抢先机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广西，柳工挖掘机装配厂，生产线正繁

忙。工人需要配件时，无人搬运车自动提
前送到。

“以前主要靠模仿，很多技术‘形像神不
像’。”柳工总工程师林明智亲历了这些年研
发的突破，“国产挖掘机结构件的寿命过去
总差一截，柳工用 5年时间攻克难题，技术
水平现在可以与国际先进品牌媲美。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
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 5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
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 5 月，我在全球健康峰
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五项举
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
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
一道探讨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当
前，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我期待本
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
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

类早日战胜疫情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是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中国会继续
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
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 20亿剂疫
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距离西安 90 公里外，有这么一项工
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工程建成后，不
仅可以防洪，还可以治沙，这就是有着“陕
西三峡”之称的东庄水利枢纽工程。

7月 29日，在东庄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
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工程坝 2026年
建成后，将在坝址以上形成水库水面 90公

里，32.76亿立方米的总库容中将
有 20亿立方米用来拦沙，将是陕
西库容最大、大坝最高的综合性
水利枢纽工程。

黄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
面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

协调，成为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作为
黄河水沙调控工程体系中重要工程的东庄
水利枢纽工程，是泾河上唯一具有较大拦沙
库容的水利枢纽，抓住了黄河治理水沙关系
调节的“牛鼻子”。

“东庄水利枢纽工程采用‘泄大拦小、适
时排沙’的减淤运用方式，主汛期拦蓄 300立

方米每秒以下的清水和对渭河下游造成严重
淤积的高含沙小洪水，实现供水和减淤目
的。”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肖宏武介绍，当入库流量大于300
立方米每秒时敞泄排沙，实现水库和河道减
淤，恢复并长期维持渭河下游河道主河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庄水利枢纽
工程建成后，将提高渭河下游行洪能力，为
沿渭多个市县提供水安全保障，将对渭河下
游生态环境改善和城乡供水发挥巨大作用，
成为极端气候条件下关中地区重要的抗旱
应急骨干水源。

“截至目前，左右岸坝肩前沿均已开挖至
高程 750米，大坝主体工程相关准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东庄施工局局长李晓涛介绍，

今年 10月份将进行泾河截流工作，明年 9月
将进行大坝主体混凝土浇筑。

据悉，该工程未来配合古贤、三门峡、小
浪底等干流控制性骨干水库联合调水调沙运
用，协调中下游水沙关系，减轻渭河下游和黄
河下游河道淤积。同时通过拦蓄洪水、削峰
错峰，使泾河下游的防洪标准从 10年一遇提
高到20年一遇。

“根据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东庄水利枢
纽工程投入运行 50年，可减少进入黄河泥
沙约 25 亿吨，减少黄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积
约 10亿吨，减淤效益显著。”肖宏武说，该工
程建成后将大幅改善泾河、渭河下游的生态
环境，为关中地区三市九县（区）农业灌溉
和经济发展作贡献。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效果图效果图

西安市物流园区首个“司机之家”落成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8月 4日，西安市物流园区

首个“司机之家”在聚盟公路港落成，现场举行集中
入会仪式，为 20 名困难货车司机代表发放困难救
助金，向货车司机赠送 400 张健康体检卡和 400 份

“爱心大礼包”。
“司机之家”是在全国总工会驻陕蹲点组精心

指导和帮助下，由西安市总投资 18 万元，历时一个
月建成。集休息、洗浴、饭菜加热、图书阅览、热水
饮用等多项功能为一体，是工会组织团结引领广大
职工的重要阵地。

据悉，近年来，西安市总聚焦货车司机等八类
新业态就业人员，建立健全了“八大群体”集中入
会、建会入会项目化管理、服务关爱行动等制度，碑
林区、未央区作为全总试点单位，推行建立行业性
联合会，依托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建立了道路运输行
业工会联合会，广泛吸纳货车司机等群体建会入
会。截至目前，全市货车司机工会组建 187 个，工
会会员 6984 人；网约车司机工会组建 2 个，工会会
员 60 人；快递员工会组建 88 个，工会会员 5542人；
外卖送餐员工会组建 15家，会员数 1730人。

新入会会员展示会员证新入会会员展示会员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近期，一些地方相
继出现境外病例关联的
本地疫情，让疫情防控
形势紧张起来，也让一些
地方的旅游、餐饮、住宿
等行业发展受到影响。

在全球已成“村庄”
的今天，我国与其他国
家人员交往越来越密
集，世界联系越来越紧
密。由于一些国家的疫
情形势比较严峻，我国

“外防输入”的防疫压力
非常大。疫情防控无小
事 ，不 容 任 何 侥 幸 心
理。各地必须始终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
心态，统筹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地必须抓实抓细
相关政策要求，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
策略，进一步结合自身
实际健全常态化防控机
制，慎终如始抓好各项措施
落实落地。要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想，飞机场、医院、车
站、饭店、景区、市场、影院等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人
员密集场所，要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全面做好流动人员体
温测量、健康码审核、戴口罩
提示、环境消毒、人员密度控

制等工作。要多在服务
细节上下功夫。比如，
按疫情防控要求，人员
密集场所必须戴口罩，
但并不是所有人员都能
随身携带或妥善保管好
口罩，因此，各市场主体
单位可以在入口处或体
温测量处准备一些口罩
供客人免费使用或购
买，为客人打造安全、人
文的消费环境。

捍卫来之不易的疫
情 防 控 成 果 ，人 人 有
责。无论居家生活，还
是外出购物、上班工作，
每个人都要克服侥幸心
理，时刻绷紧个人防护
这根弦，保持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外出注意戴
好口罩，减少人员聚集，
室内每天通风换气，保持
一米线距离，主动测量体
温，主动出示健康码，时
时处处展现应有的社会
责任和文明素养。

总之，要把“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作为当前

乃至较长一段时间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重中之重，进一步
增强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毫不放松地抓紧抓实
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杨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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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史竞男）
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百年大党：走
向最强大政党》日前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出版。该书依照历史逻辑再现百年大
党的光辉历程，生动讲述党锤炼自身、自我
革命的故事。

全书共 43万字，分为“如何应对千古未

有之变局”“1921年：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成功”“中国共产党自
身建设取得重大发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
社会主义”“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浴火重
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全面从严治党炼就金刚不坏之身”9个章

节，突出了各个历史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系
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淬炼锻造、自我革命的伟大精神。

“想要了解中国的成功，就必须了解中
国共产党，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和党建。”该书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张志明表
示，一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为独立解
放、为富强复兴不懈奋斗，在此过程中，我
们党不断进行自身建设、自我革命。办好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不仅是历史的结
论所在，也是历史的逻辑使然，更是历史
的真实写照。

《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出版发行

据人社部官网 近日，人社
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印
发《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部署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工作。

《指导意见》指出，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是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的中坚力量。深化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要
坚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遵循卫生健康行业特点和人才成
长规律，以促进人才发展为目标，
以科学评价为核心，以品德能力业
绩为导向，为科学客观公正评价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制度保障，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指导意见》明确，健全评价体
系，促进卫生职称制度与职业资
格制度有效衔接，根据事业发展
需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完善评
价标准，注重医德医风考核，建立
完善临床医生执业能力评价指
标，突出评价业绩水平和实际贡
献，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破除唯
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
等倾向。完善职称评价方式，畅
通职称评价渠道，提升职称工作
信息化水平。促进评价与使用相
结合，合理确定评聘模式，落实单
位用人自主权，优化岗位结构比
例。通过完善基层评价标准，改
进评价方式，落实服务基层制度，
鼓励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
一线流动。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
式，推动完善行业管理，下放职称
评审权限，加强全过程监督。

《指导意见》强调，卫生职称制
度改革涉及广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地要高度重视，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稳慎推进，确保改革平稳
顺利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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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年可减少进入黄河泥沙约年可减少进入黄河泥沙约2525亿吨亿吨
——走进东庄水利枢纽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