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河南
省工信委获悉，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煤
炭行业的去产能任务已经完成 ，
并 顺 利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 全 省
共 关 闭矿井 １０１处 ， 退出产能
２０１２万吨。

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第十抽查组近日对河南省煤
炭行业去产能工作进行抽查验
收。 在反馈时， 验收组对河南煤
矿关闭退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

验收组认为， 在推进去产能
工作中， 河南省认真执行国家政
策要求， 严格标准， 规范程序 ，
完善措施， 扎实推进， 工作成效
显著。 从抽查情况来看， 矿井关

闭退出资料齐全， 并按照档案管
理规定整理归档， 保存完好； 矿
井井筒都进行了封闭， 设立永久
性标识牌， 并按照要求拆除入井
供电设施、 通信线路、 井口提升
机、 绞车、 通风机等相关生产及
辅助设施， 达到现场拆除标准，
确保了关闭退出产能不可逆； 通
过对２０１６年关闭退出煤矿复查，
未发现已关闭退出煤矿死灰复燃
现象， 实现了真关真退。

２０１７年， 河南全省共关闭矿
井１０１处 ， 退出产能 ２０１２万吨 。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累计关闭退出矿
井２０１处 ， 退出产能 ４４００万吨 ，
去产能总量在全国重点产煤省中
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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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济南市中小学校
长职级制改革近日迈出重要一
步， 槐荫区１１０名中小学校长正
式摘掉 “官帽”， 取消校长的行
政级别， 全面实施职级制， 校长
从 “做官” 转变为 “教育家”。

自１１月１３日济南市教育局首
次 公 示 直 属 学 校 校 长 职 级 认
定名单以来，槐荫区成为济南市
第一个全部完成校长职级制改革
的区县。

从年限方面， 一级校长须任
校长７年以上， 二级校长须任校
长４年以上。 但一级校长还必须
要求是高级职称， 需要考察以往
的荣誉、 任职学校的荣誉等。

根据济南市 《关于推行中小
学校长职级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 校长职级制共分为四级九
等， 分别为特级校长、 一级校长
（一 、 二 、 三 等 ） 、 二 级 校 长
（一 、 二 、 三 等 ） 、 三 级 校 长
（一、 二等）。

校长的级别并不是终身的，
也要三年一评， 三年一聘。 校长
职级制实施以后， 也将建立相应
的薪酬制度， 校长职级工资纳入
学校工资总额， 由基础工资和职
级绩效工资构成。 另外， 与校长
专业化方向相适应， 四级九等的
职级制也为校长规划了专业化的
晋升方向。

110名校长齐摘“官帽”专心做教育

云南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日前宣布： 经过3年奋
战， 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全面完成。 到11月底， 除个别项目
因客观原因正在实施外， 灾区1771个恢复重建规划项目已全部完成，
实现了 “户户安居、 家家有业、 乡乡提升、 生态改善、 设施改进、 经
济发展” 的重建目标。 图为鲁甸县龙头山镇新貌。 新华社发

2017年关闭矿井101处

湿地好生态 候鸟如约归
进入冬季， 大批候鸟陆续飞抵江苏中部的盱眙县境内。 近年来，

盱眙县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功能修复力度， 使得辖区内的猫耳湖、 龙
庙湖、 七里湖等湿地成为天鹅、 大雁、 赤麻鸭等众多鸟类迁徙中转站
和栖息地， 每年到此越冬的候鸟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多。 新华社发

鲁甸震后恢复重建全面完成

大国创新路 浦江谋新策
———定位世界科创版图的上海坐标

全球科创中心怎么建， 并无
既定范本可循， 抓住 “人” 这个
核心是根本。 上海力求不断完善
政策环境， 为各类创新人才施展
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

为配套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
出台 “人才２０条 ” 并持续完善
“人才３０条”， 首次提出 “用人主
体自主权”， 将科研成果使用权、
处置权、 收益权下放到高校和科
研院所； 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１０条措施已
正式实施， 使上海引进海内外人
才更加便捷。

向“外脑”引智，凸显上海的
“国际范”。近日，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 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伯纳
德·费林加走进上海市出入境管

理局， 办理了永久居留身份证申
请手续。不久，他将与上海科技大
学特聘教授库尔特·维特里希一
起，成为首批来沪工作并拥有“中
国绿卡”的诺奖得主。

依托重大项目引智， 凸显上
海的“辐射力”。今年６月，上海与
华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
为规划在青浦投资建设新的研发
中心及配套人才公寓， 在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物联网、车联网、工
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强
技术研发、示范应用、融合创新。

以机制 “引智”， 凸显上海
的 “溢出性”。 ２０１６年度业绩考
核中，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市
激光技术研究所成为首批受益
者， 将人才引进的费用， 等同于

利润 “抵扣” 了１２５万元。 变成
本为利润的 “巧算法”， 缓解转
制院所人才引进的成本压力。

既要有领军者， 又要有满天
星。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
波说， 下一步上海将加快建设科
创中心构架体系， 进一步增强科
创中心核心功能； 全力落实好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 着力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 使各类资源更好
地向创新集聚、在创新上发力。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强化基
础研究， 上海正努力实现前瞻性
基础研究、 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
大突破。 据新华社

这是属于上海科技的高光时刻： 第一架国产大飞机， 第一台出口欧美的大型医
疗设备， 第一款用于智能手机的人工智能芯片。

这是考验上海创新智慧的果敢探索： 科技创新板正式开板， 数据无条件按序向
社会开放， 首提 “用人主体自主权”， 在制度上开辟通道。

奋楫争先， 时不我待。 上海， 正以科创中心建设为载体， 努力成为全球科学新
发现、 技术新发明、 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全球创新人才交融、 成果交易、 信
息交换的重要枢纽地； 创新资本、 创新机构、 创新平台的重要集聚地， 走出具有时
代特征、 中国特色、 上海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新阶段医药行业 面 临 着 原
始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 激活创
新源头不可或缺； 为了换回一架
空客， 我们不得不生产更多低端
产品。

新晋院士、 中科院药物所所
长蒋华良 ， 国产大型客机Ｃ９１９
总设计师吴光辉的这两段话， 映
射了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迫切
需求和上海决心。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
争， 上海进入了科创新时代。

———着力重大科技设施、 基
础性前瞻性科研， 为科创提供发
展的源泉。

全国１ ／ ３的１．１类新药原创成
果， 超过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创新企业家， ５．３８万名国内一流
研发人才……张江正在不断提升
能级， 全力向 “科学城” 进发。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
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 是上
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关键举措和核心任

务。 这里， 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
置、 软Ｘ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
装置、 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
台、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等大科
学装置项目已经开工 ， 李政道
研究所、 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
心等正在推进 ， 能源 、 类脑智
能、 纳米等大型科技行动计划正
在筹备。

浦东新区科经委主任唐石青
说， 建设国家科学中心 ， 比拼
的 不 仅 是 高 技 术 产 业 ， 还 有
原 创 性 基 础 性 研 究 成 果 。 以
大科学设施为支撑 ， 开展基础
研究、 原始创新， 这是张江真正
的 “内核”。

———聚集高端产业、 反哺实
体经济，让科创拥有落地的根基。

“上海制造” 曾在中国市场
一枝独秀， 还远销东南亚和欧美
市场。 现在， 拥有中国商飞、 上
汽、 振华重工等的 “上海制造”，
正在以智能姿态创造高光时刻。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高
端医疗影像设备、 高端芯片、 新

型显示等， 一批打破国际垄断的
创新成果相继涌现 。 今年 １－８
月， 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增 长 ８．３％， 比去年提高６．７个百
分点。

基于对比较优势的把握， 上
海推动产生更多 “行业标杆 ”
“参天大树”。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
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说，
传统产业转型加上科创动能， 在
这里发挥叠加效应。

———提前布局、 优先规划未
来产业， 让科创输出持久动力。

１１月１４日， 上海推动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意见正式出
台， 将围绕 “ＡＩ优先” 这一科技
创新 “新引擎” 发力。

“现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窗
口期， 不抓紧， 再过三五年就抓
不住机会了。” 上海市经信委主
任陈鸣波说， 希望到２０２０年， 人
工智能对上海创新驱动发展、 经
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精细化治理的
引领带动效能显著提升， 基本建
成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被认为是规则、 秩序和法制
意识最强的城市之一， 这些会不
会成为创新的障碍？ 央企、 地方
国企、 外企比重过高， 会不会是
科创的掣肘？ 成本高企如何吸引
创新企业？

敢于在制度 “放活” 上先行
先试 ， 让有为政府激活有效市
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说， 上海要打造更
加开放、 更加包容的 “创新创
业 生态系统 ” ， 提高 “创新浓
度”， 提升创新的 “便利性、 宽
松性和包容性 ” ， 形成创新的
“场效应”。

既管得好 ， 又减少行政干
预， 创新的节奏就会加快。 降低
创新创业门槛， 选择１１６项行政
许可事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 ； 提高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
率， 将１９项财政科技专项优化整
合为四类； 增强科研单位经费使

用自主权， 把科研计划项目劳务
费资助总额由２０％提高至３０％。

诺华 （中国） 生物医学研究
中心科研运营高级物流经理谭嵘
说， 过去进口一只小白鼠， 要三
级审批， 拿证就要一个月， 进口
活体动物还需隔离检疫３０天不能
做实验。 现在这周申请、 下周就
能拿到， 不会与全球研发脱节。

拥有８０条ＧＭＰ生产线的生
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正在浦东加
紧建设。 天慈国际董事长李函璞
说， 制药创新共享平台一期工程
将于２０１８年完工 ， 全球科学家
“一起来造药” 的创新共享模式
将率先在上海成为可能。

资源开放， 增加托底服务 ，
创新的活力才会持久。 上海市政
协一项调查显示，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 ， 在上海 、 北京 、 浙江 、 广
东、 贵州等有开放数据平台的省
市中 ， 上海不仅开放的数据最

多， 而且下载量最大。
“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

而最大的拥有者是政府。” 商汤
首席执行官徐立说， 政府数据无
条件按序开放， 研究数据负面清
单管理， 对于科创型企业是重大
利好。

在秩序中创新， 在规则中突
破， 这是上海独有的气场。 上海
要将资源禀赋发挥到极致 ， 将
制度空间利用到极致。 复旦大学
教授朱春奎认为， 上海已经到了
创新与扩散并重的阶段， 将逐步
过渡到以扩散为主的阶段， “只
有这样， 才会辐射周围强大的经
济圈”。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陆军荣认
为， 既不是德国模式， 也不是硅
谷模式， 上海走的是将技术与模
式创新结合、 本地和开放创新结
合、 产品和市场创新结合、 主体
和平台创新结合的一条新路。

聚才、 用才， 增强人才高峰 “磁场引力”

知变、 应变， 激发制度创新 “满盘皆活”

识局、 布局， 策动源头创新 “决胜未来”

河 南

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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