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懿

右图： 纪录电影 《星河一叶》 和 《诗

与真》 分别聚焦叶叔华和严东生两位 “科

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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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普京函贺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11月2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2020 年 8 月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时， 我

和普京总统分别致信表示祝贺， 寄予厚望。 一年多来， 中

俄两国共同携手，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 创造性实

施千余项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活动， 积极推动两国在疫情防

控、航空航天、核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一批丰硕合作成

果，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成功启动，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取

得重要进展。 实践证明，中俄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茛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就俄罗斯煤矿事故向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就俄罗斯

发生煤矿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克麦罗沃州别洛沃市一

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

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将视频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11月29日举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6 日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29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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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应急管理部门组建三周年之际， 一场

规模大、要素全、实战性强的消防救援

综合演练昨天在市消防救援总队训练

与战勤保障支队举行。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安委会、市防灾委主任龚正观摩

消防救援综合演练， 并为市应急管理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龚正在讲话中指出，三年来，全市

应急系统干部职工深入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训词精神， 以实际行动擦亮

上海全球最安全城市的金字招牌，特

别是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有警必出、

闻警而动，向火而行、冲锋在前，不断

续写消防救援新篇章。当前，上海正处

在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关键阶

段，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统筹

发展和安全，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为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提供高水平安全保障。

龚正指出， 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

工作， 应急系统干部职工要永葆忠诚

本色，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

强化责任落实，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切实压实责任。要强化改革创新，

深化应急改革，深化科技赋能，创新工

作举措。要强化能力建设，坚持从严从

实战出发，加强业务培训和综合演练。

要更加注重“治已病、防未病”，强化隐

患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各部门要主动

关心应急处突一线人员， 持续改善工

作生活条件， 更好激发全系统干事创

业热情。 茛 下转第三版

让上海因人才更精彩、人才因上海更出彩
在上海市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龚正主持 蒋卓庆董云虎于绍良出席

李强：努力打造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支点

本报讯 昨天下午 ， 上海市人才工作

会议召开。 市委书记李强指出，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

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和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 ， 胸怀 “国之大者 ” ， 下好人才

“先手棋”， 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高水平人

才高地建设， 努力打造我国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支点， 为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人才支撑、 打好人才基

础， 让上海因人才更精彩、 人才因上海更

出彩。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主持会议。 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 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

李强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 提出一系列关

于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人才强国、 什么是人

才强国、 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 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

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与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上海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学深悟透， 自觉贯彻

到上海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以更

坚定决心下好人才 “先手棋”， 以更宽广视

野谋划好 “海聚英才” 大文章， 以更大力

度打造人才高地、 勇攀创新高峰。

茛 下转第三版

大力吸引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
■要充分发挥上海开放引才的综合优势，大

力吸引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大力培育世界级产
业集群，把平台的联系做广、能级做强、影响做大，
形成引才聚才的“强磁场”

为人才松绑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要率先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

点。要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真正为人才松绑，不
合理的限制都要取消，该下放的权力都要下放，最
大程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打造“硬核科技”的“硬核力量”
■要加快建设战略人才力量，打造“硬核科

技”的“硬核力量”。抓好战略科学家这个“关键少
数”，抓好青年科技人才队伍这个“源头活水”。要
着力厚植人才培养的根基，造就更加宏大的人才
队伍

以精准服务吸引延揽凝聚人才
■要持续优化对人才的精准服务，以精准的服

务吸引、延揽、凝聚人才。依托“一网通办”等
平台，实现人才政策“一网查询”、人才需求“一
口受理”、人才服务“一码集成”，让各类人才线
上线下都能“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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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建筑更加生动，让城市记忆更好延续，让城市软实力更加彰显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生活的惬意暖心就在“家门口”

让人才成为上海发展的核心驱动
“老外讲故事”俱乐部成员体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成果

荩 刊第三版

上海为科学家拍纪录片
以电影艺术写好“海聚英才”大文章

上海文艺界与科技界联手打造“科技大师”系列电影，第二部《星河一叶》近日上线

一部讲述中国首位女天文台台长、 中

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的纪录电影 《星河一

叶》 于近日上线。 影片由上海市科技两委

会同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上影集团东影传

媒有限公司等单位拍摄制作。 该片也是继

2019年讲述科学大家严东生 《诗与真》 后，

“科技大师” 系列电影的第二部。 据悉， 这

一人物电影系列的后续作品还在持续创作

中。 上海文艺界与科技界联手为科学大家

拍片立传， 是希望表达对这些为中国科研

事业奋斗终身的科学家的崇高敬意， 也是

通过电影这种艺术样式， 润物细无声， 厚

植城市软实力的科学文化根基与氛围， 写

好 “海聚英才” 的大文章。 银幕内外， 呈

现出一个创新精神代代传承、 科技成果持

续迸发的上海； 一个汇聚天下英才， 并让

人才与城市互相添彩的上海。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上， 叶叔华凭借一席流利的英文演

讲引爆全网， 这位95岁科学大家的名字变

得更加广为人知。 “鼓励女性打破 ‘玻璃

天花板’” 的话题更是冲上新浪微博热搜第

一位， 获得6.7亿次的阅读数， 足见叶叔华

作为上海科学大家的个人魅力， 足见她作

为中国女性科学家代表赢得国际科技界尊

重的榜样力量。 也正因如此， 年轻一代渴

望对她的奋斗历程和科学贡献有更深入的

了解。

人物纪录电影 《星河一叶》 的上线正

逢其时。 站在新建成的上海天文馆， 叶叔

华仿佛浩渺星河中的一叶扁舟。 然而就是

这一叶扁舟， 因胸怀 “国之大者”， 为中国

天文事业发展划出绚烂的一笔。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中央赋予上海建设高水平人才高
地的重大任务，是着眼全局作出的战略
布局，是推动上海发展的重大战略、重
大机遇，是上海的重大使命、重大责任
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要彰显

国际化的人才导向，构筑世界级的人才
平台，实行更开放的人才政策，造就战
略性的人才力量，构建金字塔型的人才
结构，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

把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作为
上海人才工作总抓手总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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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日率先组建数据交易所， 以激活

数据价值、 释放数据红利。 由于数据的资产

化以及数据交易被公认为前景巨大同时困难

重重， 因此，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各方关注，

甚至有专家称之为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

里程碑事件。

事实上， 组建数据交易所， 是上海全面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若干布局中的重要一

环， 是 “面向未来打开的一扇窗”。 透过这

扇 “窗”，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顺应时代大潮

打造发展新优势 ， 加速构建 “国际数字之

都” 的视野、 谋划以及执行力。

从“老八股”到“上海数”

在上海数交所成立首日挂牌的， 一共有

八类数据产品 ， 包括金融数据、 能源数据

等 。 巧的是 ， 几乎在整整31年前 ， 也就是

1990年的11月26日， 上海证交所开业时挂牌

的股票恰好也是八只。 如果说这 “老八股”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时代奠基揭幕， 那么，

对于这八大类的挂牌数据， 我们是否也可以

有同样的期待？

可以说， 上海数交所完全有机会开创同

样令人激动的历史。 在数据流通和交易的过

程中 ， 上海数交所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

位， 因为它关注的都是长期价值。 比如， 上

海数交所被设计为一家准公益平台， 不以盈

利为目的 ； 即使每天有海量数据通过它流

转， 但它决心完全不碰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

绝不会借机形成自己的数据积累， 从而与人

争利。 这种种设计都表明， 数交所关注的不

是数据， 而是数据资源的配置如何合规、 有

序、 高效率配置， 并对全社会带来的价值。

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 实际上， 上海数

交所的雄心， 是在将来成为全球数据资源的

配置枢纽。 有研究认为， 中国每年产生了全

球1/5的数据， 但我国的数据交易量只是美国

的1/30。 因此， 上海数交所希望逐步消除这

一差距。

此外在一些内部场合， 还有一些专家提

出， 基于上海数交所的建立， 未来， 能否借

鉴上海在期货衍生品的成功经验， 特别是形

成 “上海金” “上海油” “上海铜” 等 “中

国价格”， 相应的， 能否期待 “上海数” 也形

成同样的国际影响力， 并为我国在数字经济

时代赢得重要的规则话语权和资源定价权，

同时， 为全球 “数商” 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交

易机会和发展机遇。 茛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