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15��星期四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苏亮A02 要闻/声音

视
点 “从娃娃抓起”岂能成为形式主义的滥觞

本报11月14日讯 今日，湖
南省科协成立60周年暨首届中
国创新方法大赛新闻发布会在
长沙召开。“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
赛”总决赛将于11月21日-23日
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32个赛区
的150支代表队(项目)将进行巅
峰对决，角逐大赛各个奖项。

据悉，此次大赛主题为“创
新创业，方法先行”，由中国科
协、科技部、湖南省政府共同主
办， 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
心、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创新方法研究会和湖南省科
协、湖南省科技厅、长沙市政府
承办。

据介绍，总决赛分为项目展
示、 理论测试和电视擂台赛三个
环节。 入围总决赛的150支参赛
队（项目）将通过项目展示、理论
测试环节决出大赛一等奖15名、
二等奖30名、三等奖45名、优胜
奖60名。获前10名企业代表队(项
目)将通过电视擂台赛，角逐本届
大赛的金、银、铜奖。大赛还设置
了优秀组织奖。 ■记者 陈舒仪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1月
1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 要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
贵经验，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
分认识改革开放重大意义和伟
大成就，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继续高举改革开
放伟大旗帜， 把握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目标， 不断把新时代改
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方案》、
《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的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关财税
政策的实施方案》、《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综合财
力补助资金的管理办法》、《关
于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
政策工作方案》、《加快完善市
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
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
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

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
意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试点方案》、《关于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和《“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
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创新的探索》。

会议强调， 要把职业教育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接科
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优化学
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
革和育人机制改革， 鼓励和支
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
持职业教育， 着力培养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会议强调， 要着力推进行
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
不断健全执法制度、 规范执法
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
监督，全面提高执法效能，推动
形成权责统一、 权威高效的行
政执法体系， 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
动， 在抓改革落实上下更大气
力， 关键是找准问题、 抓住问
题、解决问题。既要关注整体面
上改革推进落实情况， 也要善
于从小处切口、点上发力，确保
问题发现一个就能解决一个。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宝贵经验

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21日在长总决赛

传统文化进校园、税法进校
园、禁毒进校园、防治艾滋进校
园……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陆
续有100多项相关工作试图进校
园“从娃娃抓起”。在一定程度上，
这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若各
个部门都拿着文件、扛着大旗，以
“积极响应上级要求”为名，通过
各种渠道， 把自己的一摊工作挤
进课表，甚至对学校下任务、定指
标、搞检查，校园的负担必然日益
繁重，孩子们也将疲于应付。（11
月13日 半月谈）

当前，打着“从娃娃抓起”的旗

号，各种进校园活动的泛滥已让不
少学校头疼。江苏一位教育工作者
曾向媒体历数自己接待过的奇葩
项目：文明养犬知识普及巡回宣讲、
秸秆禁烧系列活动、防范金融诈骗
知识竞赛等。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活
动和中小学生息息相关，又有多少
活动仅仅是各路部门在学校“巡演”
的表面文章或政绩工程？

中小学校园是一个学习基础
知识的地方， 不是心血来潮、“拍
脑袋”决策的“试验田”，面对各种
天马行空式的奇葩项目， 教育主
管部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去

芜存精，否则，校园和学生都难免
会在“从娃娃抓起”这样的神圣旗
号下不堪重负。

对于与孩子有关的进校园活
动，要定标准设门槛，于法无据于
理不合的项目都要挡在校园之
外。 因为一些不合理的活动不仅
不能让学生受益， 反而可能摧残
学生的身心。 比如打着“国学”、
“女学”的幌子，强制进入幼儿园，
逼迫幼儿园老师率领三岁幼童进
行“刺绣训练”，就纯属摧残幼童
身心的负能量项目，要知道，国学
的精华在于各种经史名著，和“刺

绣”“女红”并无关系。而对于那些
有实用性、 能够提升孩子的生活
智慧和紧急情况处理能力的，如
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或是消防、火
警之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急救项
目，则可以在校园内合理开展。

另外，要讲程序重法治。各类
想着“抓娃娃”的部门不能耍特权，
随意安排“从娃娃抓起”的校园活
动。这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行使
好自己的监督权，凡是不必要的“娃
娃项目”，都应该果断禁止，对未经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项目，各中小
学都有权拒绝，如此，方能从根本上

制止泛滥化的“抓娃娃”项目。对于
一些有积极意义， 但没有迫切性的
项目， 有关机构应该本着柔性指导
的原则， 把是否推广此项目的权利
交给各学校自行决断，比如“推广普
通话”、“戏曲进校园”等。

情操、知识、品格等要“从娃娃
抓起”并没有错，然而，任何正确的
事情都有其适用的范畴，不分轻重，
啥事都要强制性“从娃娃抓起”，会
让娃娃们不堪重负。少些行政干预，
多些自主开展，“从娃娃抓起” 才能
恢复最初的本真， 才能免开形式主
义的滥觞。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全省科研经费投入实现
从1978年的不足1亿元到
2017年突破500亿元的大跨
越； 科技人员从17.83万人发
展到2017年的179万人，累计
增长了9倍；从超高产杂交稻、
超级计算机到超高速列车、中
低速磁浮都烙有湖南科技的
印记；创造了广受瞩目的“自
主创新长株潭现象”……

11月14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第12场新闻发布会，省科技
厅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全
省科技改革创新发展成就。

“两院”院士总数达82人

出生于新邵农村的戴
煜，1992年从中南大学材料
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南下
广东闯荡。2002年，36岁的
他再次“回炉” 读博。2006
年，戴煜与同学合作创办湖
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2008年，国家启动重大
航天专项工程， 急需特种热
工装备，国内数家大型国企
没有一家敢接单。 戴煜通过
严格考察接下重任。7个月
后，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国
内首台超大型超高温热工
装备研制成功，打破国际技
术封锁，被航天专家称赞“创
造了奇迹”。

戴煜是众多中青年科技
人才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
40年来，全省科技综合实力
不断跨越新台阶。”省科技厅
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贺修铭
介绍，我省拥有袁隆平、黄伯
云等一批享誉中外的知名
科学家，“两院”院士总数82
人，国家“万人计划”专家、
“千人计划”专家、省“百人计
划” 专家总数分别达到68

人、139人和269人。
随着科技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 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
现：C/C航空制动材料打破
了美、英、法三国对我国的封
锁；研制出“海牛”深海钻机、
大倾角离子注入机、 永磁同
步牵引电机、 大容量石墨烯
电容等尖端产品……从解放
初期仅有3家科研型机构，
到2017年，已经形成以18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
级临床医学中心为龙头，省
级研发服务平台589个。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
值8120亿元

“40年来，自主创新的种
子在三湘大地生根发芽，全
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为全
省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
展， 提供了重要动力引擎和
支撑。”贺修铭介绍，目前全
省已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区
和25个省级高新区。2017年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占全省139家工业园区的
40%， 专利申请量占43.5%，
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占70%
以上，成为创新要素最密集、
发展最活跃的区域。

40年来， 我省科技创新
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特别
是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首次
突破 2000家，2017年达到
3153家， 较上年增长42.6%，
和整个“十二五”时期持平，今
年有望突破4500家。 此外，
2017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8120亿元， 较2007年的
841亿元增长9.7倍，10年年均
增长25%以上；占GDP比重也
从不到10%，提高到23.5%。

■记者 陈舒仪

我省多项科技成果“领跑”世界
科研投入40年增500倍 高新企业有望破45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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