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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 1 月 8 日在

北京宣布：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 ， 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1 月 7

日至 10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盖莱互致贺电
就中吉建交 40 周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 月 8 日同吉布提总统盖莱

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 建交 40

年来， 中吉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 2017 年 11 月， 你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 茛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向刘永坦钱七虎颁国家最高科技奖
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科技专家 李克强讲话 王沪宁参加会见 韩正主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记者陈芳 吴
晶）中共中央、国务院 8 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

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

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

习近平等为获奖代表颁奖。 李克强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 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 10 时 30 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钱七虎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

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

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

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

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发

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科技发展

史上的辉煌篇章。 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

再创佳绩，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 当前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好发挥

创新引领作用。 茛 下转第六版

推动上海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
昨主持 2018 年度区委书记、大口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并讲话 应勇出席

李强：紧紧围绕更加突出政治功能、着力提高质量水平、充分激发基层创造、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本报讯 2018 年度区委书记、大口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昨天下午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更加突出政治功能、

着力提高质量水平、 充分激发基层创造、压

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上海基层党建工作高

质量创新发展，为落实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有

力的组织保证。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会议。 中组

部部务委员、全国基层党建办主任毛定之代

表中组部到会指导点评。 长宁、静安、虹口、

黄浦、宝山 、嘉定 、松江 、青浦 、奉贤区委书

记 ,市金融工作党委、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

在会上述职。

李强认真听取述职发言， 逐一作了点

评。 他说， 过去一年， 各区、 大口党委认

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 ，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

服务中心和大局有新作为,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有新实效,织密建强基层组织体系有

新突破。 同时要清醒看到， 上海基层党建

抓责任落实 、 改革创新还需要加大力度 、

加倍努力，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还有短板弱

项。 必须对照新形势新要求， 认真研究梳

理， 拿出硬招实招， 破解瓶颈难题。

李强指出， 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常抓不

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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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昨天在

京召开 。 在登上中国科技最高领奖台的

285 个项目 （人） 中，“上海出品” 共有 47

项 ，占全国获奖总数的 16.5%，连续第 17

年获奖比例超过 10%。

值得一提的是，47 个“沪产”获奖项目

中， 上海牵头完成的项目有 29 项 （占比

61.7%）， 创下自 2015 年国家科技奖大幅

缩减授奖数量以来的新高。2015 年至 2017

年，上海牵头完成的获奖项目数分别为 19

项、24 项和 23 项，占当年获奖总数的比重

分别为 45.2%、46.1%、41%。

牵头完成项目数代表着奖项的含金

量。这一数字的大幅提升，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申城近年来创新策源力不断增强， 科创

中心建设初现成效。透过最新榜单看上海，

数字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

高原起高峰，创新策源
力日益提升———

全国 4/5 的临床医学奖项、

2/3 的科普奖项均出自上海

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材料科学，在本

年度国家奖榜单上的上海项目中， 这些领

域再次成为“实力担当”。“这些都是上海布

局多年的重点学科和产业， 已经形成了相

当实力，如同隆起的高原。 ”上海市科技奖

励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每一项国家奖就像

是高原上隆起的高峰，群山林立下，是一个

个功底扎实的创新团队， 代表着上海日益

提升的创新策源力。

其中， 表现最为抢眼的当属临床医学

领域，共有 10 个项目获奖，占全国临床医

学获奖项目的 4/5。 淋巴瘤发病机制与诊

治取得重大突破， 肾癌手术总体微创率从

10.5%提升到 93.7%，全球束手的听神经瘤

听觉保留和重建比例大幅上升……得益于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亚

洲医学中心城市， 这些医疗成果不仅惠及

大批全国患者，不少还与企业合作，为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输送原创动力。 耳熟能

详的麝香保心丸经由海军军医大学张卫东

教授团队的现代化研究，年销售额从 2004

年的 4000 万元提升到 2017 年的 19 亿元。

创新源动力也转化成了提高国民科学

素养的汩汩清泉。今年，来自上海的科普项

目占据了全国三个科普奖项中的两席，显

示出上海科技与文化跨界创新所散发出的

独特魅力。 茛 下转第六版

由中国作家协会、 上海市委宣传部联
合主办的《浦东史诗》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会见获奖代表。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从基层难点痛点堵点中找准工作切入点
■从群众视角的 “一件事” 出发， 梳
理其背后的制度供给
■ 探寻 “无解之解”， 工作有了兴奋
点发力点
■ 建章立制， 把大调研成效转化为
“制度优势”

上海秉持“绣花精神”追求“精细极致”推进大调研，在
实践中锤炼出一大批想创造、能创造、善创造的干部群众 荩 刊第三版

书写出浦东开发开放
波澜壮阔的伟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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