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0月 31日电 11 月 1 日出

版的第 21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

文章《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文章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

思想基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

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文章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

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

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

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是因为我们遵

循的是规律，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我们党取名为“共产党”，就是认定

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

理想，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文章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

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

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

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

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

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

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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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院士入党心声

——严陆光

全媒体导读

他的父亲是中国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父亲给孩子们
以“光”字排行取名，是希望他们如父亲一样成为“科学之光”，报
效国家。他做到了。几十年来，他在电气工程领域辛勤耕耘，致
力于推动磁浮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为中国电气工程事业的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伟业非只轰烈取，寂寞耕耘最英雄”，他说，书法家
张飙题赠给他的这句诗，如格言一般，铭刻在他心里。他就是中
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扫描二维码，聆听严陆光的入党誓言。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

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

认为，习近平主席就全球抗疫、经济复苏等提

出的建议主张意义重大，展现了中国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为全球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进步

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家贝特朗·
巴迪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团结合作，携手抗

疫”的建议。他说，加强全球疫苗合作和构筑

全球免疫屏障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至关重要，这

需要充分发挥多边机构的作用。巴迪还指出，

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促进多边贸易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十国集团要在应对全球

挑战、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就必

须坚持普惠包容的原则，坚持多边主义。

俄罗斯战略发展基金专家委员会主席伊

戈尔·沙特罗夫表示，新冠疫情依然严峻，需要

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努力，“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非常重要而及时”。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

主任狄伯杰赞扬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他

说，各国应通过制定协调一致的方案、重燃对

多边主义的信心，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在南美最大智库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

会教授、巴西学者埃万德罗·卡瓦略看来，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意义

重大，将为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丘克·乔

拉克奥卢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支持

疫苗企业同发展中国家联合研发生产，加大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力度，这展现了中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他还表示，习

近平主席有关推进经济绿色转型的论述，为

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启发。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

尔·恰普克表示，中国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疫苗，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让那

里的人们有疫苗、打得起疫苗，这说明中国践

行多边主义，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抗疫。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很多绿色发展理念，并

再次在多边舞台重申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为全球作出了表率。

沙特阿拉伯智库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研

究员阿卜杜拉·瓦迪伊认为，习近平主席强调

二十国集团应该“合力挖掘创新增长潜力”

“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这

为推动世界经济尽快摆脱疫情影响、重获活

力提供了重要启发。

比利时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马尔滕

斯说，人类必须建立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新型社会发展模式，这也是习近平主席一直

倡导的，中国已参与到这项关乎人类命运且

应由全人类共同参与的重要事业中。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伊格

纳西奥·马丁内斯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

调的“创新驱动，挖掘动力”印象深刻。他说，

中国正不断推进数字技术进步，助力基建、卫

生、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

国同拉美国家在绿色科技、数字基础设施等

领域的合作，将成为拉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印度尼西亚智库印尼亚洲创新研究中心

主席班邦·苏尔约诺对习近平主席有关“人为

搞小圈子，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只会制造隔

阂、增加障碍，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益”

的论述非常赞同。他直言，对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来说，只有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破除人为

制造的小圈子，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科技进

步，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差距。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他表示，新冠疫情让人们意识到，

应对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

挑战，需要每一个国家关注和参与，也需要通

过多边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这是一种让世界共同行动的新方式，让各国

建立起利益共同体，担负共同的责任，创造共

同的未来，共同前进。

（参与记者：胡晓明、潘革平、汪奥娜、黄
河、泽连科夫、张远、徐永春、胡冠、孙晓玲、施
洋、郑思远、卞卓丹、朱雨博、吴昊、陈占杰）

激扬团结合作共赢力量 赋予发展进步更多动能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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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高 凌

10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称，根

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

究》课题组测算，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

242.6（以2005年为100），比上年增长6.4%。

具体分领域看，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

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成效指数达

到 266.3、209.7、319.8 和 174.7，分别比上年

增长 6.3%、5.4%、8.5%和 3.8%。在 4个分领

域的 21个评价指标中，有 19个指标指数与

上年相比有所提高。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李胤

表示，中国创新指数的走势表明，面对复杂

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等不利因素，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创新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创新动

能加速释放，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各项具体指标来看，李胤认为，2020

年我国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投入继续

增加，创新产出较快增长，创新成效进一步

显现。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受惠企

业达 7.1 万家，比上年增长 40.3%；减免税

额达 171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4%；认为

政策效果明显的企业占比达 89.4%，比上

年提高 2.3个百分点。 （下转第三版）

增长6.4%！
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再创新高

福建省新型研发机构福光股份公司研发

了全球首创大口径大视场透射式天文观测镜

头的设计与制造技术，成为“神舟系列”“嫦娥

探月”等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眼睛”；福建省

创新实验室依托单位宁德时代公司率先攻克

“新一代高比能快充锂离子电池技术”，引领

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亮相国家“十三五”科

技创新成就展……

“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

献就支持谁”“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光股份公司考察

时如是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

了崇尚创新、不问‘出身’的鲜明导向，为我们

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10 月 29 日，福建省科技厅厅长陈秋立表示，

近年来，福建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第

一动力源，针对高端创新资源相对匮乏、企业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不拘一格地打破

组织、身份、地域等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培育、

布局一批公司制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福建

省创新实验室等，引导其对标全球赛场竞争

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发力，涌现一批世界领

先的标志性创新成果，展示了科技自立自强

的中国力量。

不问体制、“出身”，科
改“尖兵”填补多项空白
“产业难题在哪，科研方向就在哪。”据福

建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省探索新时

代研发平台建设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投资组建新型研发机构，鼓励其在高端人才

引进、转化收益奖励等改革创新，已评估命名

六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204 家，其中企业类

190 家占 93.1%，成为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尖兵”。

如福光股份在短短的时间里，从濒临破

产的企业成长为国内光学镜头巨头，其华丽

转身奥秘便是，面向市场发力，依托公司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

打造一支由万人计划人才等领军人物组成

的专家团队，构建了从源头创新到新技术、

新产品、新市场快速转换的创新体系，其多

项成果打破了国外相关技术封锁，填补了我

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精确定位系统探测能

力的空白。

目前，福光股份联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

台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同承担福建省 2021 年

度科技重大专项专题项目“空间安全预警望

远镜研发及应用示范”，针对中高轨道空间碎

片探测技术进行攻关，相关产品将用于国家

光电阵建设中。

（下转第二版）

对标全球赛场发力，科技自立自强的“福建探索”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31日晚在北京继续以

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重点阐述对气候变

化、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

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关系地球未来。国际社会合力应对挑

战的意愿和动力不断上升，关键是要拿出实际行动。第一，采取

全面均衡的政策举措。必须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

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主要经济体应该就此加强合作。第二，全

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要坚持

联合国主渠道地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石，以国际法

为基础，以有效行动为导向，强化自身行动，提升合作水平。第三，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率先促进先进

技术推广运用，发达国家也要切实履行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支持。

习近平强调，过去 1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大幅超额完成 2020年气

候行动目标。中方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支

撑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持续推进能源、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行

业、企业率先达峰，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的努力作出积

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蔓延引发多重危机，国际社

会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

击和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昭示，各国命运相连、利益相融，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将造福有关国家人民，也

事关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前途和命运。

习近平强调，中方近期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

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

球发展。二十国集团在这方面要凝聚共识，加强行动。

第一，坚持发展优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要将增进人民福

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合作置于全球宏

观政策协调和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着力解决贫困、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

第二，坚持行动导向，推进务实合作。要加大发展投入，重视发展

中国家需求，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加强合

作。中方今年 9 月成功举办了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愿继续通过二十国

集团平台，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构筑伙伴关系。要支持联合国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发达国

家要切实履行发展援助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源。中方提出

的全球发展倡议将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共同推

进全球发展事业。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参加。

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意大利现场与会。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10月3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10月3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本报记者 刘 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