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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30日电（实习记者

王烁）11月30日，中国科协、民政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创新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为以学会为代

表的科技社团新时期创新发展描绘“路线图”。

《意见》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学会。突出面

向未来、面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面向国际，

紧扣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科技治理，建设一批

专项业务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单项冠军”。

同期召开的 2020 年全国学会工作会议

上，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说：“当今世界正经历

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

要的战略机遇期，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学会深化改革和创

新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目标。”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认为：“要实现走在创

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核心是要构建新时代

国家创新体系，这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内

核。”全国学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团结凝聚科技工作者促进创新、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优化科技治

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30 日公布的《意见》，力求突破一些影响

学会创新发展的老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

性举措，为新时期促进学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政策保障。例如，在促进学会国际化发展方

面，支持学会设立对外联系服务机构、境外分

支（代表）机构，在境外举办学术会议。支持

学会发展港澳台会员和外籍会员，吸纳港澳

台及海外知华友华科学家在学会任职。支持

学会设立专项基金，为中国科学家发起国际

大科学计划、工程等提供稳定支持。探索推

动为国际科技组织总部在华运行设立账户，

探索推动简化科技工作者以学会身份参加境

外学术交流的审批程序。

在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导向方面，

提出重点支持一批基础学科类学会做大做

强，进一步完善学科发展及趋势研判体系，围

绕国际共同关切发起创新议题，创设国际化

高端主场交流品牌，吸纳国际顶尖学者和专

业出版运营人才加入办刊团队，持续强化对

科技工作者创新方向的引领。

在服务科技人才成长方面，支持学会建

立完善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科技奖励体系，

推动建立科技奖项动态清单。推动建立学会

从业人员职级评价体系。

“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时期

如果创新落后，我们国家发展会遇到强大阻

力，如果在这方面不能自立自强，就会脱离世

界科技创新的大循环，所以作为科技共同体

主动脉来连接国际和国内、更好服务国内产

业发展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怀进鹏说。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说：“中国科协同民

政部制定的文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和五中全会精神重要举措，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做出的重要安排，各个科技类社

会组织要充分认识创新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

把握好历史发展机遇，在参与科技治理、强化

学术引领、促进科技深度融合、建设专业科技

智库、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服务科技人才成长

等方面谋划新的发展，更好发挥自身作用。”

据了解，目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共

有 210个。

两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创新发展

“ 刚 好 8 个 月 。”到 11 月 30 日 ，左 晨

东 和 周 凯 入 驻 青 岛 千 山 高 创 园 的 时 间

一致。

二人中，前者是青岛国绿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牵头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电解

池及相关器件的研发和服务项目；后者是

青岛莱士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其团队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

智能制造包装设备成果的产业化。

左晨东和周凯是青岛市崂山区以“千

山模式”加速建设一流人才生态圈，驱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

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实例。

对此，山东青岛崂山区委书记孙海生

表示，“人才+产业+资本”创新招才引智的

“千山模式”，结合了各层面的资本与产业

优势，让人才有用武之地、产业有人才支

撑、资本发挥应有的效益，推动当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以产才融合机制吸
引人才
“引进一个人才、落地一个项目、带动

一个产业，推动人才靶向流动、资本精准投

入、产业集聚发展。”结合孙海生的描述，记

者在崂山区感受到的是产业与人才的良性

互动。

这样的互动下，以赵沁平院士领衔的

虚拟现实产业、以管华诗院士领衔的生物

医药产业、以徐惠彬院士领衔的新材料产

业、以陈立泉院士领衔的新能源产业……

院士团队领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崂山

区加速崛起。

数据显示，目前崂山区已集聚两院院

士及外聘院士 45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 78

人 、泰 山 学 者 及 泰 山 产 业 领 军 人 才 221

人。汇集了中科院青能所等高层次科研院

所 13个，2020年新培育市级以上技术创新

中心 26家。

而且，在崂山区打造的一体两翼战略

性新兴产业体系中，每个产业都由院士领

衔进行源头创新、龙头企业支撑带动，山东

能源研究院、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歌尔

全球研发总部等重点项目的引进与建设，

延展了产业生态的张力。

记者了解到，近 5 年来该区每年引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00 个以上，高端人

才引领的研发机构和产业项目 30 余个传

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突

破 1000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421家，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 496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达到 88.6%。

以优惠政策支持人才

对新培育、新全职引进的国家和省部

级高端人才分别最高给予 200万元、100万

元的生活补贴，每新培育 1 人对所在单位

分别给予 50万元、20万元奖励……

崂山区先后出台“高端人才集聚计

划”“产业巨峰人才引进计划”等 11 条人

才新政计划，鼓励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为广大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

供优良环境，创造核心竞争力，推动人才

的“靶向流动”、资本的精准投入、产业的

集聚发展。

“崂山区研究制定科技创新政策、虚拟

现实、微电子等科技及产业扶持政策，扶持

科技创新力度达到全市一流水平。”孙海生

介绍，产业巨峰人才引进计划在山东省率

先提出配额制管理模式，打破传统人才引

进的“四唯”束缚，将引才聚才的主动性提

供给企业，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使企业引

进真正需要的科技人才。

以服务体系打造创
新生态

在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的办

公室，该企业的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

些芯片样本，自落户崂山区，他们完成了包

括 RISC-V 架构 MCU、高速高精度 ADC

（模数转换器）、高精度基准源等多款芯片

的工程样片流片及测试，部分芯片已经进

入风险量产。“所采用的技术全部正向自主

研发。”技术人员说。

该企业的研发成果，得益于崂山区搭

建的服务体系。崂山区科技局局长赵敏介

绍，为保障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科技创新创

业，他们引进了黑马科技、海创汇等一批高

端科技服务“龙头”企业，建设了青岛国际

创新园等一批高端人才聚集园区。

不止于此，崂山还创建了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园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

展示范区。目前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常驻企业（或团队）总数达 700 余

家，创业人才总数近 5000人。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97件、居

山东省第一，是青岛市平均水平的 7 倍；

1—10 月，全区实现技术交易额达 48.87 亿

元，占青岛市比例达 32.3%，居该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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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影响，今年以来，
福建省泉州泉港石化工业园区
积极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增加产业附加值，延伸石化中
下游产业链条。打造以联合石
化为龙头，大型炼油、三大合成
材料、大宗有机原料、下游深加
工等组成的石化产业结构。

图为 11 月 30 日，在园区
下游配套企业福建福源凯美特
气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工
作人员监控设备运转。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延伸产业链

推动转型升级

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处。

近日，记者来到无锡历史文化保护区内

的南长街。水上，一条条古色古香的游船或

停靠在修葺的码头，或穿行在清澈的古老运

河内；岸上，昔日河道两侧的工厂、学校、医院

等早已迁出，变成一座座工业遗址和民间工

艺博物馆,成为了中外游客眼中“神奇的旅

游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把古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让古运河重生。”江南

大学党委书记朱庆葆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思路和

方法，深入挖掘和传承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做

到保护修复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大运河

沿线城市提供“无锡经验”“无锡模式”。

无锡“水弄堂”有着不
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水港小桥多，人家尽枕河。无锡古运河

起点位于老北门外“黄埠墩”，终点是古运河

清名桥景区。而从老南门到清名桥，全长不

到 2公里，是最为典型的“江南水弄堂”。

而横跨于“水弄堂”上的清名桥，是目前

无锡古运河上规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一座

单孔石拱桥，迄今有 400 多年的历史，已被列

入京杭大运河“世界保护遗产”目录。

在运河城市中，无锡较早就对古运河实施

全面保护。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无锡产业和经

济快速发展，考虑到古运河的水运承载力，无锡

举全市之力，开挖了一条可以供大型船只来往

的环城新运河，给南北物资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替代江南古运河水运与水利的重要枢纽地位。

在无锡人眼里，古运河是无锡的“母亲

河”。以前，古运河沿岸有 70多家厂矿企业的

工业废水、河网周边大量宾馆和饭店以及住

宅区的生活污水大多直接排向河道，对古运

河水质污染很大。

2003年，无锡通过地方立法，对城区古运

河 9.5公里航道实施永久性禁航，禁止船舶停

泊，关闭了运河两岸的污染企业，实施河道清

淤、航道清理、河岸整修等工程。同时，无锡

在古运河流经市区的范围内，依托近百处历

史人文景观，经江苏省政府批准重点规划建

设无锡市古运河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临

窗面水的南长街居民住宅，实行整体搬迁。

如今的南长街，以清名桥为龙头，弄堂为

体，运河为脉，已打造成为集遗产旅游、休闲

度假、文博艺术交流于一体的最具江南运河

历史文化特色的示范街区，使运河文化焕发

出了时代魅力。

突破狭隘地域文化思
想“藩篱”
“深入开展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江南

运河文化研究，不仅是时代赋予的重大机遇，

也是历史托付的重要责任，更是一项具有深

远价值与重大意义的工作。”江南大学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倪松涛说。

在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王建华眼里，“水弄堂”曾经大大小小的

水埠码头，成就了无锡的近代工商业。米业、

丝业、窑业、冶铸业等繁荣兴盛。尤其是“水

弄堂”两侧完整的古街、古弄、古桥、古港、古

庙、古窑、古驿馆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在运

河文化遗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无锡该如何发力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在日

前召开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江南运河文化

高层论坛上，原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

织（WCCO）主席、扬州市市长朱民阳提出，运

河文化基因的相似促使江南地区的运河城市在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时处于高度协同的战略地

位，要通过密切交流与合作，合理统筹利用现有

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为方向引领，推动区域高

质量发展和创新融合协调发展，将运河文化沟

通桥梁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庆葆认为，要突破固有的狭隘地域文

化思想“藩篱”，形成平等互利、包容开放、共

建共享的价值理念，把江南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

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

统一起来，探索适宜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运河开发保护新模

式，将江南运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思想共

识和产业优势，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无锡：这套“组合拳”为千年古运河“美颜”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舒媛媛 张 青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白阳）在

第七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中宣部、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 30 日在京举行 2020 年全国

“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

今年全国“宪法宣传周”的主题为“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启动仪式主会场设在司法部机关，并通

过视频会议方式连接到各省（区、市）司法厅

（局）分会场。

记者获悉，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各

地各部门将因地制宜，开展一系列各具特色

的宪法宣传活动。

在北京，北京普法联盟各领域的普法宣

传服务队将深入基层，大力宣传宪法及与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天

津，由法学“大咖”领衔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

告会”法治宣讲活动，将在宣传周期间为群众

奉上一道“法治盛宴”；在江西，不仅青年普法

志愿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将在宣传周期间

走进社区宣传普法，广大农村“法律明白人”

也将统一开展宪法知识培训，让宪法精神走

村入户、入脑入心。

中央依法治国办副主任、司法部部长、全

国普法办主任唐一军在启动仪式上强调，前

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

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

义。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就是明确提出了习近

平法治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的指导思想，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进程中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

义。要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把习近平法

治思想学习宣传与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开展

学习教育，强化宣传阐释，狠抓贯彻落实。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表示，各级宣传部

门要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统筹使用各种传播手段，推动习

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大力组

织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使宪法法律融入

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众，推动在全社会形成

宪法学习宣传的热潮。

2020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拉开帷幕

（上接第一版）

富民，以优质生态资
源发展特色产业

保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密云水库一、

二级保护区内农民收入减少，以至于密云

水库一级保护区内农民人均收入连续 3年

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为了破解这个难

题，密云区以科技兴农，开拓特色产业。

在冯家峪镇悬崖上，错落有致地悬挂着

约600个蜂箱，成千上万的小蜜蜂飞来飞去

辛勤劳作。“这是全国最大的崖壁蜂场，为的

是保护濒危中华蜂。它专采零星蜜源，蜂蜜

很好吃，当年乾隆曾御封这种原生态蜂蜜为

‘琥珀蜜’。而其对零星花卉植物授粉，对我

国森林物种延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饲养

这种蜜蜂需要传承，要是我干不动了，就让

儿子也来养蜂！”年逾80岁、有着丰厚养蜂经

验的南台子村吴大爷笑言。

北京保峪岭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郭小力介绍，密云区拥有野生蜜粉源植物

上千种，充足的蜜粉源植物资源为蜂产业

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自然条件。由此，

密云创建“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大

力推进特色蜂产业发展，打造“蜂盛蜜匀”

品牌。

多年来，密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注重科技支撑，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引

进培育极星农业等生态友好、环境友好型

企业，建立北京首个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现

代化设施的农业园区，实现荷兰温室园艺

技术在国内成功落地，所生产的小番茄、大

番茄和水培生菜产量均达国内领先水平，

生产效率是传统设施农业的五六倍。

此外，基于优质的生态涵养资源，密云

区将休闲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提

出乡村旅游“十百千”工程，即利用 5 年时

间在全区打造 10个精品乡村旅游项目，改

造 100 个精品乡村酒店，提升 1000 个精品

民俗院落，探索实践“生态富民”之路。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王歆
张小菁）近日，湖南省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科

技厅联合印发了《湖南省培育世界一流湘版

科技期刊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试行）》，助力该

省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根据方案，湖南力

争通过 5 年建设，助力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

越行动计划”的一流湘版科技期刊数量增加，

并前瞻布局一批国家优先支持学科领域高起

点新刊，做精做强一批湖南优势产业和优势

学科领域期刊，加快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助

力促进我国科技期刊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提

升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及话语权。

据了解，湖南现有各类公开科技期刊 131

种，期刊涵盖了科技期刊 11大类中的 8个，期

刊种数位居中部地区前列。这些期刊中，袁

隆平、黄伯云等一大批院士专家出任主编或

编委会主任，也形成了“院士领衔办期刊”的

湖南现象。

该工程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实施的支持

科技期刊建设工程，主要对标“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着力实施扶持一批重点期

刊、培育一批梯队期刊、布局一批高起点新

刊、打造一批期刊集群、建立监测平台、选育

一批办刊人才等 6大重点任务，最终达到激发

科技期刊内生活力，营造科技期刊发展良好

生态，服务湖南优势产业和优势学科发展的

目标。

工程拟于今年 12 月正式实施。《中国有

色金属学报（英文版）》《湖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等 6 种期刊为首批重点扶持期

刊。扶持期间，每刊每年将获 100 万元资金

资助。

湖南率先启动“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工程”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李宝
乐）记者近日从包头稀土研究院获悉，该院

新材料研发团队以稀土为原料，以压延法成

功制备荧光玻璃，为荧光体制备出大功率白

光LED样灯，开辟了该项技术的国内先河。

包头稀土研究院技术专家、功能材料

发光研究室课题组组长沈雷军介绍，研发

团队已经成功开发出铝酸盐、硅酸盐、钨钼

酸盐等多个材料体系的白光 LED 用荧光

粉及蓝光激发的黄色、红色荧光玻璃，并对

红色荧光玻璃进行了专利布局，形成了 12

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池。

据悉，稀土发光材料具有发光谱带窄、

色纯度高、色彩鲜艳、光吸收能力强、转换效

率高、发射波长分布区域宽、荧光寿命范围

宽等特性，物理和化学性能稳定，耐高温，可

承受大功率电子束、高能辐射和强光作用，

拥有着其他发光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异性能。

为此，研发团队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在完成一次次技术突破后，初步实现了

用压延法制备石榴石体系掺杂黄色系列荧

光玻璃，并以此为荧光体制备出大功率白

光 LED 样灯，为高功率固态照明用荧光玻

璃的规模化制备技术开辟了先河。

国内首创压延法制备荧光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