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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9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

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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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

研究员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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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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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

感谢。

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就，科技战线大事喜事多，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科

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中华大地在创新中展

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

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必须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瞄准前沿、紧扣需求、前瞻部署，推进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鼓

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

制，利用互联网等新平台新模式，集聚优化创新要素，提高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效率。

李克强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赋

予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

支配权。加大成果处置、收益分配、股权激励等政策落实力度，使创新者

得到应有荣誉和回报。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既支持本土人才勇攀

高峰，也吸引海归人才、外国人才来华创业创新，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更

大空间。

李克强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各行业各领域覆盖融合，促进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

力。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创客合作创新，着力提升“中国制造”

的品质和“中国创造”的影响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时说，希望广

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

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

于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赵忠贤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刘奇葆、许其亮、赵乐际、栗战书、杨晶、陈

竺、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

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和首都科技界代表等共约3300人参

加大会。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279个项目、7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

际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42项，其中一

等奖1项、二等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6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1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20项、二等奖

149项；授予5名外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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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副

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刘国中主持召

开省政府党组会议，集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刘国中强调，要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部署，落实省委和巴音朝鲁书记要求，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强化底线思维，提高政

府自身建设水平，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

会上，与会同志结合自身实际，谈了学习

心得体会。刘国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

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

远、切中要害、振聋发聩、语重心长，饱含着对

党的深情和对党员干部的关爱，坚定了管党治

党、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决心，是指导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的纲领性文件。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

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各位党组成员要坚持学原文、悟原理，深

刻领会精神实质，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真正做

到学深悟透、争做表率、推动实践。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刘国中强调，要切实抓

好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学习贯

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和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和

巴音朝鲁书记要求，结合政府工作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 (下转第八版)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深入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刘国中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1月9日讯（记者黄鹭）按照中央和省

委统一部署，今天，省政府党组召开2016年度

民主生活会。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代省长刘国中主持会议，代表省政府党组进行

对照检查并作总结讲话。

省政府党组对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高度

重视，并做了充分准备。会前，省政府党组成

员采取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十八

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约谈等方

式，广泛征求意见。按照“四必谈”要求，深入

开展了谈心谈话活动，沟通了思想。结合自身

实际，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这次民

主生活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会议通报了2015年度省政府党组民主

生活会整改落实和2016年度省政府党组民

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刘国中代表省政府

党组进行对照检查，认真查找在理想信念、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风、担当作为、组织生

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6个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聚焦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

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4个方面，深刻剖析

思想根源，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明确了

努力方向。

刘国中带头作了个人对照检查，带头接受

各位党组成员的批评。之后，省政府其他党组

成员逐一作对照检查。每位党组成员对照检

查后，其他同志都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大

家紧扣主题，高标准、严要求，查摆问题，说真

话，敢于找“病根”，拉清单，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和完成时限。 (下转第八版)

省政府党组召开2016年度民主生活会
刘国中主持并作总结讲话

本报 1 月 9 日讯（记者粘青）今天上

午，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贯彻落实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

燕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刚

占标、别胜学、赵吉光、支建华、王尔智、张

晓霈、刘丽娟，秘书长阿汝汗参加会议并

进行交流讨论。

黄燕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直面现实、充满自信，蕴含着质朴真

挚的为民情怀、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具有深

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为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

识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全力以赴做好管党治党建设、

党的各项工作，继续把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引向深入。

黄燕明强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

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必

须深刻领会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科

学判断，既要看到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光明前

景，更要看到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坚持不懈地

抓好从严治党工作。必须砥砺淬炼，保持对

党的事业绝对忠诚，修身立德，不断坚定和提

高政治觉悟。必须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做坚

决拥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表率。必须

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行

动，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

情，把党中央的方针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下转第八版)

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以实际行动切实推动各项任务深入落实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1月9日讯（记者刘艳）今天，四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赵守信为四平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韩福春为四平市市长；1月8日，政协四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枫为四平市政协主席。

赵守信当选四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福春当选四平市市长
杨枫当选四平市政协主席

本报1月 9日讯（记者张力军）今天 12

时 11 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一声

“点火”的命令，火箭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

而起，它所搭载的我国首颗林业卫星——

“吉林林业一号”随之飞向太空。20分钟以

后，星箭分离，卫星入轨。这标志着我省乃

至我国林业管理进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

新时代。

我省是林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林业

用地面积占全省幅员面积50%以上。随着林

业改革发展的逐步深入，林业正在进入重要

的改革攻坚期、转型发展期和管理创新期。

一年来，我省林业部门在“智慧林业”的建设

上加快了步伐，先后谋划了吉林省森林防火

北斗通信系统示范项目和吉林省边境地区

森林防火重点防控工程建设项目，与长光卫

星公司、吉视传媒公司签署了智慧林业战略

框架协议，省政府还与国家林业局签署了推

进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战

略合作协议。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林业卫星、

无人机、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探索

研究，力求在提升林业资源动态监管与保

护、森林（湿地）资源调查监测、森林防火、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和水

平方面实现创新与突破。此次“吉林林业一

号”卫星首颗星的成功发射，正是实施“智慧

林业”战略取得的最新成果。

我省森林类型和地形地貌呈多样化特

征，依靠传统手段保护管理的难度大、效果

差，只有用最先进的卫星动态遥感数据技术

武装林业，才能尽快使林业管理水平跃升到

一个新台阶，对森林资源实施最有效、最精准

的修复、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因此，

开发拓展信息技术在林业领域的应用，大力

发展“智慧林业”既是林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林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

之路和必然选择。

“吉林林业一号”卫星及后续林业卫星

将全面提高林业遥感信息化水平，通过聚焦

林业核心需求，构建为林业遥感应用专门设

计的卫星星座，为森林资源普查、森林火灾

检测、树种分类调查、野生动物保护、沙漠化

防治、湿地监测、病虫害检测等林业应用领

域提供更加丰富、分辨率更高、覆盖能力更

强、响应时间极短的信息服务，进而对未来

的“智慧林业”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与信息

屏障。

林业卫星星座是由五颗卫星构成，主要

使命是可以提供高更新率、高光谱分辨率数

据，结合现有的“吉林一号”卫星星座中的高

分辨率卫星，更加全面地覆盖。在灾害应急

情况下，应对森林火灾、洪水等突发事件，可

以实现更高频次的数据更新，对重点区域的

重访间隔可以达到10分钟/次，每天重访30

次以上，保障了时效性。据了解，依照目前卫

星建造速度，到2018年，全部林业卫星将完

成发射组网。 （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吉林林业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我省林业管理进入“空天地”一体化时代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一本小小的册子，共49

组、100张党员干部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的言行

对比图，以漫画的形式表现……近日，一本叫作《机

关党员干部言行鉴》的小册子在我省党员干部中火

了起来，大家纷纷争相阅读。

翻开这本小册子，一幅幅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

漫画深深吸引着读者。比如：翻开第二页，上面有四

个人划着分别印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的船桨在大海上乘风破浪，配以文字“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翻开第三页，上面有四只代表

“精神萎靡、损公肥私、自由主义、投机钻营”的蚂蚁

正在损毁堤坝，配以文字“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据省直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机关党员

干部言行鉴》一书由省委办公厅、省直机关工委等

部门共同策划编辑。去年7月20日召开第一次策

划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以及画册编辑、制作、印刷

等工作内容，截至2016年10月底，各方共召开碰头

会、讨论会10余次，累计设计漫画150余幅，6次出

样册，进行了10余次集中讨论修改，于去年12月底

正式定稿印刷，正在陆续发放到我省机关党员干部

手中。

《机关党员干部言行鉴》内容涵盖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两学一做”、六大纪律、八项规定等方

面，是我省深入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扎实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而编印的生动教材。

这本小册子的发行受到了我省机关党员干部

的一致好评，许多党员都将其作为“枕边书、案头

卷、窗前镜”，经常阅读对照并警醒自己，不断提高

党性修养、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永葆共产党人政

治本色，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政廉洁的好干部，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

展环境，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传递正能量、作出

新贡献。

一本小册子成为“窗前镜”
我省编印《机关党员干部言行鉴》规范党员干部言行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松辽沃野，黑土凝

香。世界黄金水稻带，中国优质水稻生产区，

吉林，有悠久的水稻栽培技术，孕育着重如砂、

亮如玉、溢馨香的吉林大米。为凝练吉林大米

文化精髓，描绘吉林大米迷人神韵，展示吉林

大米品牌形象，吉林日报社联合省粮食局开展

的“爱是吉米·吉林大米图文影像征集活动”即

日启动。现面向全国征集能够记录和展示吉

林大米文化内涵的文字和图片，参与活动全程

免费，优秀作品将获颁发纪念证书，媒体公开

报道展示，并结集成册，出版发行。

一、征文作品要求：

1.征文作品以展示吉林大米文化为主题，

体裁以纪实、散文、诗歌为主，融史料性、贴近

性、人文性、趣味性为一体。

2.征文必须是原创作品，引用他人的文章

应注明出处，不得下载、抄袭他人作品。

3.文章字数不限，一般不超3000字。

二、摄影作品要求：

1.作品内容需展示吉林大米文化主题，作

品黑白、彩色不限，拍摄设备不限，图片数量不

限，可是组图或是单图。

2.摄影作品须附不少于200字的作品简

介，介绍作品拍摄时间、地点等信息。

3.作品主题明确，图片清晰，拍摄过程和

拍摄内容都不得违法。

4.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如发生

任何有关版权、著作权、肖像权之纠纷，均由投

稿者个人承担。

三、注意事项：

1.征集活动只接受电子邮箱送选方式。

投稿邮箱：jldmzj@163.com。投稿请在邮件主

题注明“爱是吉米”字样。送选作品请注明作

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及邮编。

2.活动主办方对作品拥有出版、宣传、收

藏及处置权。送选作品恕不退还。

3.征集活动截至2017年2月26日24:00。

活动咨询电话：0431—88600998（9:00—16:00

王女士）

主办单位对选送作品进行初选后，将组织

国内文学界、摄影界专家学者从入围作品中评

选出优秀作品，并颁发纪念证书。优秀作品将

在吉林日报全媒体平台报道展示。所有优秀作

品将结集成册，由长春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挖掘稻作历史，品味稻米文化，传播稻作

文明。爱是吉米，让我们一起，用文字、用镜头

定格吉林大米的精彩吧！

挖掘历史精髓 展示稻作神韵

吉林大米面向全国征集图文影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