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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廉君）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建立免责机制，

不得将论文、专利、外语和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线

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新修订的《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

例》，在近日闭幕的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获得

通过。条例为科技人员“松绑减负”，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科学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科学技术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实施科

学技术人才支持计划，围绕优先发展的重点学科、重点产业、重大

项目，加强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女性科技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企业家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培养；加强技能型人才培

养，支持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企业、社会教育机构等联合培养

技能型人才；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人才引进机制，为人才在落户、子

女就学、社保、医疗、住房等方面提供便利。

条例指出，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

业通过挂职兼职、项目合作、技术咨询等方式柔性引进人才。实施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可以根

据有关规定或者约定实行高层次人才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和股权

期权奖励。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

科学技术人才双向流动。

条例明确，在开展自由探索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对已经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或者不可预见原因导致

难以完成预定目标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有关部门按照规定予以

免责。科学技术人员承担探索性强、风险性高的科学技术项目，对

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没有完成项目的，经确认后可以视为

结题，不影响其继续承担科学技术项目。

条例要求，建立和完善以科研诚信为基础，以创新能力、质量、

贡献、绩效为导向的科学技术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发挥政府、市场、

社会、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

河北修订科技进步条例
给科技人员“松绑减负”

科技日报讯 （记者金凤）2019 年，江苏海洋生产总值突破

8000亿元大关，达到 8073.4亿元，比上年增长 8.5%，海洋生产总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1%，海洋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同步提

升……6月 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江苏省自然资源

厅发布《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江苏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

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6.5％、47.7％和 45.8％。产业分布中，主要海洋

产业增加值 3163.5 亿元，增长 7.6%；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

加值 1555亿元，增长 9.9%；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3354.9亿元，增长

8.8%；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相关产业增

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9.2%、19.3%和 41.5%。

2019 年，江苏主要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海洋交通运

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旅游业和海洋渔业作为江苏海洋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35.6%、23.3%、17.1%和 13.7%。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海洋药物

和生物制品业等新兴产业增速领先，分别增长 12.1%、12.2%。

江苏海洋经济“江海联动”特色明显。2019年，南通、盐城、连

云港海洋生产总值实现 4113.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8.2%，占全省

海洋生产总值的 50.9%，占据“半壁江山”。

2019年，江苏 10个非沿海设区市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3960.1亿

元，比上年增长 8.8%，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 49.1%。其中，南京、

无锡、常州、苏州、扬州、镇江、泰州等 7 个沿江设区市海洋船舶工

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优势明显，造船完工量占全省的 79.3%，规模

以上港口货物量占全省的 86.9%，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省的 72.4%。

同时，沿江设区市海洋设备制造业、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海洋

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等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

江苏去年海洋产值突破八千亿元
“江海联运”特色明显

本报记者 杨 仑

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一直备受瞩目。6 月 8

日是第十二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三个“全国海

洋宣传日”，这一天世界各国都将目光聚集到海

洋，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号召更多个人和团体保

护海洋环境，认真管理海洋资源。今年海洋日的

活动主题是“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红树

林这种海洋和陆地交界处的“两栖植物”走入了更

多人的视线，业内人士开玩笑说，这一次红树林

“出圈了”。

红树林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

滩，是陆地向海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统，是许多科

学家和环保人士眼中的生态“明星”，是全世界公

认的“海岸卫士”。抵御潮波、化解风暴、丰富生

态、吸收污染、确保生物多样性、固定土壤、调节气

候、提供资源等等，种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独属

红树林，让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重视。

“让我国拥有更多茂密的红树林”是举国上

下的共同愿望。我国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体系，

先后出台了《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

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多个与红树林保

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全面强化了红树林保护修

复工作。

受温度气候影响，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

海岸潮间带。浙江省苍南县毗邻福建，被认为是

我国红树林种植的“临界点”。

长期以来，这里活跃着一群科学家，他们利用

盆栽保苗、滩涂改造、流变大棚等一系列技术，将

人工引种的红树林不断往北推进。不仅用红树林

改善海洋湾生态环境，更以此为契机带动当地发

展，让红树林成为精准扶贫的好帮手。

“今年的世界海洋日，将主题定位为‘保护红

树林，保护海洋生态’，这是对我们研究、保护红树

林人最大的鼓舞。”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水柏年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富源村是苍南找准穷根、助农脱贫的成功典

型。苍南县副县长蒋献生介绍，几年前苍南还一

直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扶贫

开发要求，苍南精准发力，推行“一户一策一干

部”，找准贫根补短板。2015 年 12 月 23 日苍南县

岱岭畲族乡富源村最后一批 42个脱贫户将圆下山

搬迁梦。村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从 2000 元提升到

9100元。

在 2016 年浙江省发布的“贫困县”名单中，苍

南仍然榜上有名。

苍南县沿浦镇地处浙闽交界处，山川险阻、交

通不便，当地 13 个自然村中有 9 个分布在沿浦湾

沿岸。这里属于典型的淤积型滩涂湿地生态系

统，大部分村民世世代代都靠赶海为生。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镇里在滩涂上推广蛏子、泥蚶养殖，

此后又引进了紫菜养殖，最多时，村里 70%的劳动

人口以此为生。养殖业红红火火发展了二三十年

后，村民们渐渐发现收入一年不如一年。

“一开始养蛏子，投入一块钱可以赚三四块，

大家热情高涨，没有一块滩涂是空着的。到最后

投入一块钱只能赚到几毛钱了。碰上台风、赤潮

等灾害，亏本的养殖户也越来越多。”沿浦镇农办

主任陈诗凯告诉记者。

为什么越来越不赚钱？

村民们闹不清。只是对近海养殖逐渐失去了

信心，闲在家里的村民每天望洋兴叹。实际上，当

时的滩涂生态系统已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

2014 年，水柏年带着他的团队来到苍南县沿

浦湾做本底调查，现场的情形让他至今记忆犹

新。“滩涂上底栖生物很少，我和几个研究生花了

整整两天时间，找到的样本还没装满一个采样

袋。”他说。

水柏年告诉记者：“我们走访调查发现，长期

以来，在沿浦湾滩涂及附近海域，资源被水产养殖

业过度开发利用，海洋污染严重，滩涂生态呈碎片

化、荒漠化；岸线遭受严重侵蚀，导致滩涂贝类、紫

菜等水产品产量、品质严重下降，渔业生产不稳

定、效益不高。”

另 外 ，近 岸 滩 涂 养 殖 区 域 一 再 外 移 ，离 岸

200m 内的滩涂几乎已无法进行养殖，滩涂生态环

境处于严重退化状态，养殖业面临严峻的困境。

因此，修复沿浦湾海洋生态，促进沿浦湾产业转型

升级刻不容缓。他在给当地的一份调研报告中，

用了四个“严重”来描述沿浦湾的现状。

湿地成荒滩，苍南人望洋兴叹

修复沿浦湾海洋生态，促进沿浦湾产业转型

升级迫在眉睫。于是大家想到了红树林。但是，

要种出茂密的红树林并非易事。

受气候影响，红树林自然分布只到福建福鼎为

止，在苍南能否生长，专家们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

握。红树林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特殊

的地理位置让它们承受着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压力，潮

汐让它们极度开放，也极易受伤。水柏年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红树林嗜热，在福建以南沿海分布广泛，浙江

区域虽有人工引种，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有些地方

引种十余年，一场极端天气后便损失殆尽。

如何让红树林能在浙江境内更茂密一点，在

原有基础上再往北一点点，成为浙江科学家们的

心愿和努力方向。苍南县便是他们努力的那个关

键点。

一棵棵十几公分的小胚苗种下去后，时而露

出水面，时而淹在水底，远远望去，显得特别不起

眼。时间长了，村民间多少有些非议，有认为它们

活不下去的，有嫌它们妨碍赶海的。来自大自然

的破坏力更让水柏年胆战心惊。2016 年的冬天，

极端低温的天气；2018 年 7 月超强台风玛莉亚在

福建连江登陆……低温、台风让红树林面临一轮

又一轮大考。

但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浙江海洋大学的科

研团队利用盆栽保苗、滩涂改造、流变大棚等一系

列技术，将人工引种的红树林不断向北推进，硬是

在苍南荒滩种出了千亩红树林。并从苍南县开

始，推进到浙北的舟山区域，10万余株树苗已经在

舟山的鲁家峙、墩头码头等滩涂上生长了 4 年多。

宁波、台州、温州等沿海滩涂也在积极尝试用红树

林改善海洋湾生态环境。红树林成为浙江海洋治

理的新选择。

创新技术，让红树林再往北一点点

经过 4 年多的努力，虽然树苗长得不快，但几

年下来，高的也有 1.8米左右，远远望去，滩涂上绿

意盎然，一派生机。红树林的淤积效果比较明显，

树底下已经有 50 多厘米厚的淤泥了，林间的生物

也在逐年增多。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为 26 个欠

发达县（市、区）“摘帽”，对这 26 个县（市、区）将

不再考核 GDP 及相关指标，大幅提高绿色发展、

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考核指标，促进这些地方

全 面 走 上 绿 色 发 展 、生 态 富 民 、科 学 跨 越 的 路

子。时任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提出，要以“断腕

之心”打造“绿色烙印”、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富

民路子，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以“摘帽快跑”

开启转型新路。

红树林成了苍南人“摘帽快跑”的好帮手。

“现在靠赶海为生的村民有三四百个，大部分

是一些中老年村民，抓抓小螃蟹、钉螺、海蜈蚣啥

的，收入也还不错。”陈诗凯看着远处滩涂上的村

民告诉记者，镇里的中老年人，大多靠种西红柿和

赶海为生。“像海蜈蚣这几年多起来了，光抓它，一

年也能挣三四万块钱。”

听说今年采样时，学生发现了不少玉螺苗，陈

诗凯高兴坏了，“玉螺也回来了啊，好！这螺很好

吃，小时候很多，现在要卖好几十一斤呢”。

为了保护这片红树林，村里立起了村约，不

进入红树林赶海。等树长大一些，会逐渐放开，

到时候，这一大片红树林就是个聚宝盆。以往海

水养殖产出虽高，但投入也巨大，碰上台风、瘟

病，轻者血本无归，重者倾家荡产。红树林种起

来后，村民就不需要再投入前期成本了，“一些年

龄偏大、没有手艺的弱势群体多了一个谋生的手

段。”水柏年说。

“赶海只是过渡，下一步县里规划将这里打造

成红树林生态公园，家门口的滩涂地会愈来愈漂

亮。到时候，这些红树林就是沿浦湾的金山银山

了！”沿浦镇分管海洋与农业的副镇长李祖琛对沿

浦湾发展绿色经济充满信心，“这里目前是浙江最

大的一片红树林，凭借沿浦湾秀丽的风景和红树

林特色的生态环境，这里会成为一个休闲旅游的

好地方。”

天道酬勤，红树林成精准扶贫好帮手

千亩红树林让浙江苍南绿了千亩红树林让浙江苍南绿了、、美了美了、、富了富了
本报记者 江 耘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商用卫星
受访者供图

记者日前从吉林省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光卫星）获悉，今年 9 月，将发射 9 颗

高分 03 卫星，目前正在分批次进行总装后的测试

工作。自 2015年的“吉林一号”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升空以来，长光卫星至今已经成功发射 19颗卫星，

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这样

的发展速度，离不开科技部门的全力支持”，6 月 8

日长光卫星副总经理贾宏光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吉林省科技厅近年来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支撑

引领能力，围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

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需求，聚焦提

升吉林省产业发展的科技竞争力，助力吉林省实

现高质量发展。

技术“点餐制”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

长光卫星的大厅里，一颗卫星尤其吸引眼

球。这家公司虽然“年纪轻轻”，但其自主研发的

“吉林一号”卫星所拍的卫星图片登上过社交媒体

的“热搜”。

贾宏光告诉记者，按照计划，到今年年末“吉

林一号”星座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将达到 29 颗。届

时，长光卫星的数据供应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样的进步，背后离不开科技部门的支持。

早在数年前，吉林省科技厅针对卫星及通用

航空产业进行了持续的支持。“我们深入企业走

访，梳理、摸清其技术需求，企业需要什么技术，我

们就协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合作，促使企

业尽快攻克技术难关。”吉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

副处长张永洪说。

这些年，长光技术团队先后攻克了高精度卫

星三轴姿态跟踪控制技术、卫星快速机动技术、星

上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等一系列“星载一体化”核心

研制技术，设计并在轨实现了常规推扫成像、大侧

摆成像、立体成像、灵巧成像、视频成像、夜光成像

等多种遥感成像模式，实现了从数据到产品的高

效转化，提升了产业核心竞争力。

“今年 9 月将发射的 9 颗高分 03 卫星，主打低

成本、低重量、低功耗，在 40 公斤量级条件下，在

500 公里轨道上实现 1 米分辨率 17 公里的幅宽。”

长光卫星测试工程师袁建富说。

据了解，长光公司的快速发展正在带动上下

游产业加速聚集，目前已经有 500多家企业加入产

业研发链条。“未来两年，产业链上的企业可能会

达到 1500—2000家。”贾宏光说。

研发“后补助”让企业放
心投入获实效

医药健康产业也是吉林省重点推进的产业之

一。吉林在医药健康产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研发优势和产业基础。特别是疫苗、胰岛

素、生长激素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

在采访过程中，一家制药企业的常务副总经

理姜春来告诉记者，他们是集新药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 3月，该企业研发

的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这将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姜春来说。该

疫苗的研发历时数年，投入巨大。“科技部门的后

补助、项目扶持至关重要，这给了企业投入研发、

投入创新的底气。”姜春来说。

在吉林省，这只是众多大投入长时期研发新

品的企业缩影，同样享受到科技部门支持的企业

还有很多。一家医药企业目前正在研发两种药

物，一个已经进行完临床试验，预计明年上市；另

一个正在开展三期临床试验。“不仅是资金补助，

科技部门为我们与高校、科研院所牵线搭桥，让科

技成果的转化更加顺利。”该公司药物研究院副院

长朱岳说。

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产业处处长牟善春

介绍，仅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省获得奖励补助

的就有近 40 户医药健康企业，支持金额近 4000

万元。目前，全省已形成以辽源、梅河口、白山

和敦化 4 个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多点集

聚的发展格局，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全省现有

规模以上医药健康工业企业 315 户，营业收入

超亿元企业 100 户，其中超 10 亿元企业 10 户；

营业收入超亿元医药品种 63 个，其中超 10 亿元

品 种 9 个 ；现 有 主 板 上 市 企 业 10 户 ，占 全 省 上

市企业的 2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强化产业政策支撑，推进长辽梅通白敦医药健

康产业走廊建设，提高我省医药健康产业的竞争

力。”牟善春说。

“点餐制”“后补助”
吉林强化科技支撑解企业发展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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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影响，红树林的自

然分布最北只到福建福鼎。浙

江海洋大学的科研团队利用盆

栽保苗、滩涂改造、流变大棚等

一系列技术，将人工引种的红

树林不断向北推进，硬是在浙

江苍南荒滩种出了千亩红树

林。并从苍南县开始，推进到

浙北的舟山区域，10万余株树

苗已经在滩涂上生长了4年多。

新华社讯（记者阿依努尔）为稳就业保民生，新疆日前出台专

项行动方案，计划未来三年，启动和实施建筑领域 3年新增 20万人

就业计划，以拓宽就业困难群体增收渠道，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按照新

出台专项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新疆计划实现建筑领域新增

就业 20 万人目标，其中，2020 年新增 5 万人，2021 年、2022 年分别

新增 7万人、8万人。

针对当地熟练建筑工人数量不足、技能偏弱，新疆计划利用 3

年开展专项就业培训 25 万人次，组织劳动力在所在地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地就近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建筑领域

技术工种培训，包含水利、交通、电力、市政行业等领域工种。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建设 1—2 家师资培训基地；各地州

市建设 1—2 家实训示范基地，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建筑领

域就业需要，构建新型建筑用工体系，多措并举培育一批以新疆籍

建筑工人为主的劳务分包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实现有组织、有保障

就业目标。

此次专项行动方案将以南疆四地州贫困家庭劳动力为重

点，依托建筑业企业、劳务合作社、劳务派遣公司等，有组织有计

划开展建筑领域劳务输出，实现就地就近培训就业，通过构建

“政府-学校-实训-实习-就业”机制，培养和培训当地建筑产

业工人队伍。

新疆启动建筑领域
3年新增20万人就业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