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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摘
编》（中、英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
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式上，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为帮助国内外读者学习了解这一重要
文献的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中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新
华通讯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编辑了本书。

《报告摘编》正文摘自十九大报
告，共分为16个章节，充分反映了十
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充分反映了十九大提出
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
大举措。《报告摘编》内容精炼、结构清
晰、可读性强，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深
化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理解，有助于国

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
理念、执政方略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
内外政策。

据了解，该书法、俄、阿、西、葡、
德、日等版本，将于近期陆续在国内外
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摘编》（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与东
盟国家将于3月1日至2日在越南芽庄举行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3次联合工作组会。

陆慷说，这是联合工作组本年度首次会议。
根据会议安排，各方将就落实宣言、推进海上务实
合作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深入交换意见。

陆慷表示，当前，在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共同努
力下，南海局势稳中向好。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意愿
有信心继续保持对话和合作势头，争取更多积极进
展和成果，并进一步巩固当前地区的良好形势。

外交部：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23次联合工作组会将举行

据新华社上海2月28日电（记者李荣）从3月
1日零时起，我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闽江
和海南省内陆水域等重要水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
月的春季禁渔期。从2月28日起，农业部组织的

“中国渔政亮剑2018”——春季禁渔同步执法行
动全面展开。这是从2月28日在沪举行的同步
执法行动启动仪式主会场上传出的信息。

据了解，本次同步执法行动，由渔政、公安、水
警、海事、边防、海警等部门的执法力量组成渔政
特编船队，执行跨区域的执法任务；有关21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渔业主管部门组织近千艘执法船
艇、近万名执法人员在各自辖区内开展执法。这
是迄今为止参与部门最多、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
广的渔政联合执法行动，力求覆盖禁渔区和禁渔
期的全范围、全时段。

我国启动春季禁渔
同步执法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姜琳、关桂峰）
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张北柔性直流工程28
日开工建设。该工程连接河北北部与北京，总投资
125亿元。工程建成后，将有效促进河北新能源外
送消纳，为京津冀地区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

据介绍，该工程额定电压±500千伏，总换流
容量900万千瓦，也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
容量最大的柔性直流项目。工程将建设666千米
直流输电线路，新建张北、康保、丰宁和北京4座
换流站，确保2020年上半年全部建成投运。

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
开工建设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罗沙）记者从
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开发建设的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28日上线，在全国法院试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姜启波介绍说，当
事人可以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提出调解申请，
法院可以将类案推送给适合调解案件的当事人，
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据介绍，该平台能够集合法院的审判调解资
源和全社会的纠纷化解资源，共同做好纠纷调解
工作；能够打通线下线上多种渠道，灵活组织开展
调解；可以实现在线制作调解协议和在线司法确
认，提高调解效率；对调解不成功的案件，法官引
导当事人在线申请立案。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在全国法院试运行

2月28日，在江西省靖安县香田乡白露村，
民俗表演队在表演舞龙。

元宵节将至，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迎接佳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徐仲庭 摄）

各地多彩民俗迎元宵

加速迈向国际
——我国五年来科技创新成就巡礼

“在科学前沿领域勇闯无人区，中国
科技创新正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
突破。”万钢表示，通过战略高技术彰显
国家实力，中国的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
大幅提升，世界级创新平台加速布局。

从铁基高温超导到多光子纠缠，从
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量子霍尔反常
效应……五年来，中国基础研究国际影
响力大幅提升，成果“多点开花”，基础科
研领域正在打破“贤必举欧美”的垄断。

前不久，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
中国诞生，“姐妹”俩萌翻了全世界。

“这是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重
大技术突破。”国际细胞治疗学会主席约
翰·拉斯科这样点评中国科学家的成果。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
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如同一条河流，
基础研究是“上游”，决定着“中游”的技术
创新和“下游”的技术推广及产业化。

科技部数据显示，中国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499亿元

增长到 2016 年的 823 亿元，增幅达
65％；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
技论文产出国，正对世界科学发展做出
日益重要的贡献。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多位专家指
出，尽管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必须加
强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增
强创新源头供给。

清华大学副校长、国际著名实验物
理学家薛其坤院士及其团队2013年首
次从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
一发现成为后来支撑诺奖得主研究成果
的关键实验之一。

“实现原始创新的根本就在于抓住
基础研究的‘牛鼻子’。”薛其坤认为，新
时代我们在科研领域也需要更多的“另
辟蹊径”。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研成
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薛其坤认
为，想在科学原创上发现别人看不到、发现
不了的东西，肯定你的眼睛要更亮，你使用
的仪器工具分辨率、灵敏度要更高。

创新基础平台加速布局，启动国家
实验室建设，支持北京怀柔、上海张江、
安徽合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五年来，这些基地与已布局建设的6个
国家研究中心、49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形成梯次布局。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变革性技术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在前沿领域新建一批
国家重点实验室……万钢表示，接下来将
着眼我国未来长远发展，加强基础研究顶
层设计，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强化前瞻
性基础研究部署。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 陈
芳 胡喆）

复兴号成功商业化运行，全国高速
铁路里程已经占全球总里程60％以上；
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发电量居世界第
一；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和保
有量均占全世界50％以上；5G新型网络
架构等技术纳入国际标准……五年来，
科技不仅让生活更美好，更主动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刷脸进站、高铁上手机点外卖……
春节假期，无数游子在中国高铁的“飞驰
护送”下平安到家，科技感十足的春运让
人们赞叹不已。

2月26日结束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中国高铁控制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丁荣军向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
高铁”的“畅想图”：“旅客坐进高铁，就像
坐进家庭影院一样。”当中国高铁遇见

“人工智能”，时速400公里以上的智能
高铁正加速驶来。

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2.6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电子信息
产品制造规模居全球第一。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与巨大市场规模有机结
合，正深刻影响和改变全球产业格局，快
速迭代的“中国式创新”举世瞩目。

北京时间2月27日晚间，阿里云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MWC大会上全球同步
发布了8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品，包括
图像搜索、智能客服云小蜜等产品。阿里
巴巴集团欧洲区总经理冯必睿表示，中国
正在进入数字化转型快车道，新四大发
明、新零售、新制造、城市大脑……这些经
验和技术都可以为世界提供借鉴，中国技
术和中国经验正在走向全球。

在激烈的国际医学影像研究竞争
中，数字PET堪称肿瘤等重大疾病早期
诊断的利器，与CT、核磁共振并称为医
学影像“三大件”。

“让中国患者早日用上国产PET”是国
产数字PET创始人、华中科技大学谢庆国
教授“最大的心愿”。他表示，“数字PET进
入临床后，将打破西方垄断、进一步降低进
口医疗器械价格，帮助解决看病贵难题。”

目前，我国有130万台创新医疗器
械产品在基层医疗机构示范应用，服务
人群达4.5亿；建立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
防控技术体系，成功研制埃博拉疫苗等，
在国际传染病防控中彰显了中国力量。

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
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三部曲”，创新
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增加以
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到为科研
人员松绑减负，全面深化科技改革蹄疾
步稳，改革的四梁八柱初步搭建，改革与
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培育创新沃土，让
创新活力喷涌，为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
行列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类历史上，中国人曾首次记录了
极端宇宙现象的光芒——1054年，北宋
人首次记录超新星爆发。

近千年后的2017年，我国成功发射
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看”引
力波、“探”极端宇宙之光，续写新时代中
国太空探索梦想。

蛟龙、天眼、悟空、墨子、慧眼、大飞
机……一大批代表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相继涌现。五年来，中国科技实力正从
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
统能力提升转变。

天宫、神舟、天舟、嫦娥、长征系列成
果举世瞩目。五年来，中国的战略高技

术彰显国家实力，深海装备形成功能化、
谱系化布局。

量子调控、铁基超导、合成生物学领
域步入世界领先行列。五年来，中国基础
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深地探测、干细
胞、基因编辑领域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

科技部统计表明，2017年全国研究
与试验发展（R＆D）支出预计将达到
1.76 万亿元，这一支出占GDP比重为
2.15％，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科技
进步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2.2％升至
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第
20位升至第17位。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目前我国科

技创新水平正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
进入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
史性新阶段，在若干重要领域开始成为
全球创新引领者。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科学家在多个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论
文，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南开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认为，中国的创新
势头是爆发式的，正在催生“中国学派”。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日前刊
文称：“不可否认，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
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势力之一，在某
些领域已经可以与全球顶尖科技公司
一决高下。”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201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预计达到1.76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52.2％升至

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第20位升至第17位……
五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在砥砺奋进的五年中，我国

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第一方阵

科技创新加码“美好生活” 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

中国基础科研吹响“冲锋号” 建立更多创新科技新坐标

20172017年年66月月1515日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硬X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慧眼””。。 （（本栏照片均由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

从北京南开往天津的C2001次“复兴号”。

机械手在国能新能源汽车焊接流水线上工作。

被誉为“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据新华社广州2月28日电（记者周强）记者
从广东省交通集团获悉，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
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最大断面的双层公路隧道
——拱北隧道日前全面建成，为港珠澳大桥全线
具备通车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珠海连接线是港珠澳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
拱北隧道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面建成
标志着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关键核心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其中曲线管幕顶管成套施工技术、长
距离大断面水平环向一次冻结技术均填补了国内
建筑领域的空白。

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
拱北隧道全面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