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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8日同吉布提总统盖莱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40
年来，中吉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各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2017年11月，你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共同宣布中吉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去年9月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们就发展中
吉关系达成新共识，并见证签署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我高度重视中吉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
巩固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推动中吉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盖莱在贺电中表示，1979年1月

8日是吉中外交关系奠基性的时刻，
我对40年来吉中关系顺利发展感到
满意和自豪。2017年11月，我们共
同决定将吉中关系确定为战略伙伴
关系，充分表明双方深化吉中关系的
决心，也为两国经贸合作指明了方
向。吉布提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
民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将继续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原则。我愿同你共同努
力，促进吉中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盖莱
就中吉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陈
芳 吴晶）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
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习近
平等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
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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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
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钱七虎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
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
就座。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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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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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
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
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书写了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篇
章。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能
持续快速成长。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好发挥创

新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紧
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创
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
布局，调整优化重大科技项目。把基
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长
期稳定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融通发展，构建开放、协同、
高效的科研平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创新科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
度，扩大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资
金使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自主权，实
行更加灵活多样的薪酬激励制度，弘
扬科学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加
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扎实实做
事，不拘一格大胆使用青年人，把科技
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
制。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创
新，只要企业充满创新活力，中国经济
就有勃勃生机。要大力营造公平包容
的创新创业环境，降低创新创业的制
度性成本，提升双创水平，加快构建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系，严
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着力激发全社
会创新潜能。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对外开
放，在人员往来、学术交流等方面创造
更多便利条件，更加广泛汇聚各方面
创新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在主持大会时说，党中央、国

务院隆重奖励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
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充
分体现了对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
重视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
怀。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
榜样，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
目标，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坚
定信心和决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创新，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
破，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
新的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刘永坦、钱七虎代表全体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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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艾力
更·依明巴海、肖捷、何立峰出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国家科技领导小
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
员，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表及亲属代表，首都科技界代表和学
生代表等约3300人参加大会。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
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科技专家。其
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
然科学奖38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
奖3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7项，其中
一等奖4项、二等奖63项；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173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
等奖23项、二等奖148项；授予5名外
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相关报道见B0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王沪宁参加会见 韩正主持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况昌
勋）1月8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研究减轻海南企业
税费负担相关事宜。

会议分析了我省企业税收和费用

负担情况，围绕研究减税降费措施，从
落实国家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
业社保负担、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方
面进行了讨论。

沈晓明强调，要充分认识减税降

费的重要性，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自贸区、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
沈晓明要求，要分行业、分年度、

分市县、分园区，细化测算、客观评估
企业税费负担，认真研究减费降税
措施。 下转A02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时强调

大幅度减税降费 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赵优）记者
1月8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7日在阿斯塔纳
举行海南旅游免签政策推介会，重点介绍中
国海南省的旅游资源，以及对外国游客入境
海南免签政策的实施细则。

中国驻哈大使张霄在推介会上表示，哈
萨克斯坦民众对海南并不陌生，海南在哈知
名度不断提高，每年有许多哈公民赴海南疗
养度假。数据显示，2018年1-11月，海南
接待哈萨克斯坦游客超过2.3万人次。为
进一步提升外国游客赴海南旅游观光的便
利性，中国政府于2018年5月在海南实施
了面向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59国人员入

境免签政策。这对便利中哈人员往来，促进
两国民心相通意义重大。

哈萨克斯坦文化体育部旅游产业委员会
副主席斯马古洛娃表示，哈中两国发展旅游
合作意愿强烈，潜力巨大。哈方采取了一系
列便利中国游客的措施，其中包括对中国公民
实施的72小时免签过境政策。她建议，与会的
旅游企业代表要利用好两国便利的签证政策，
为两国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来自哈政府、议会、高校以及旅行社的
代表出席推介会。哈方旅游界代表表示，将
充分利用哈中两国政府实施的便利签证政
策，鼓励哈萨克斯坦公民到中国旅游，并为
中国公民来哈旅游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举行海南旅游免签政策推介会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况昌
勋）1月8日上午，中共海南省委召开党
外人士座谈会，通报全省2018年度经
济形势，并就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征
求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省

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出席并讲话。
民革省委会主委陈马林、民盟省

委会主委康耀红、民建省委会主委蒙
晓灵、民进省委会主委史贻云、农工党
省委会副主委吉小妹、致公党省委会
主委侯茂丰、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主

委过建春、台盟省委会专职主委连介
德、省工商联主席景柱、省知联会会长
谢京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2018年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就做
好2019年度政府工作和完善政府工
作报告，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中小企

业、完善公共服务、做好就业工作等方
面提出了建议。

沈晓明边听边记，并回应大家的
关切。他指出，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
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下转A02版▶

沈晓明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

发挥独特优势同心协力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刘钊）五指山市水满乡是五指山红茶主产区，1
月8日，以“海南春早茶先知”为主题的2019
中国（海南）早春茶开采季活动在这里启动。

当天上午，省旅行社协会与五指山市旅
游商务局就联合推介茶旅主题线路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太原新晋商联盟文化传播集团
与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签署茶旅战
略合作协议；五指山水满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与水满乡毛苗村贫困户卓玉莲签订精准帮
扶协议，公司以保底价收购茶农的茶青。

启动仪式后，嘉宾和市民游客在活动现
场品尝黎族苗族特色自助式长桌宴，随后分

别到椰仙茶园体验品茶、采茶，到五指山妙
自然茶园观光、品茶，参加黎家烧烤和篝火
晚会等活动。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开采
季活动是2019中国（海南）“一带一路”茶旅
文化推广活动之一，接下来还将举办2019中
国（海南）茶产业发展论坛、2019中国（海南）
早春茶北京品鉴会暨海南岛生态旅游推介会
等活动，以茶为媒，打响海南中部生态旅游品
牌及“早春茶”品牌。

活动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指导，五指山
市人民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相关报道见A04/05版）

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开采季活动启动

海南春早茶先知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彭青
林）1月8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
晓明在海口拜会了率队来琼调研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
主席陈竺一行。世界卫生组织荣誉
总干事、博鳌亚洲论坛咨委陈冯富珍
出席。

陈竺对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有力推
动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示祝
贺，对全省干部群众真抓实干的工作
作风表示肯定。他指出，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具有和国内其他自贸区不同
的鲜明特点，面积广阔、内容丰富，又
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最前
沿。农工党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抓住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加强
与海南的全面合作，动员全党力量参
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
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以实际行动作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应
有贡献。

刘赐贵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工
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海南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他说，习总书记在海南发
表“4·13”重要讲话以来，全省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抓学习、重创新、打基础、守底线、防风
险、促发展。今年是省委确定的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全省
上下将进一步狠抓落实，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的
大力支持下，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蹄疾步稳推
动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与农

工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合作，抓好合作
项目的落实，特别是促进医疗健康产
业长足发展，加快补上基层卫生事业
的短板。

陈冯富珍对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
的成效表示赞赏，对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提出了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
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宏，国家药
监局局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焦红，省
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许俊，副省长、农工党中央副主
席王路参加拜会。

刘赐贵沈晓明拜会陈竺
陈冯富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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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不平凡的2018

2018年海南着力提高和保障民生水平

化社会“痛点”
为民生“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