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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强调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王沪宁 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11 日下午在京主持召
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
四 五 ”时 期 我 国 科 技 事 业 发 展 听 取 意
见。他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
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
第一动力。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
者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
峰。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
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
深度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姚期智，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
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付巧妹，
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等
7 位科学家代表先后发言，
就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
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发言的每一位科
学家都进行了交流，
深入探讨一些重大科
技问题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问题。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
的发言，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方面认真
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
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
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
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
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
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广
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
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
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加快科技创
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
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习近平强调，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
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关键
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

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
不断涌现出来。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
导向，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
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
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要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狠抓创
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组建一批国
家实验室，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发挥高
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重要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持之以恒加强基
础研究，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
发展目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财政、
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创
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
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持续不
断坚持下去。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
养，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
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
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注重培养
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依靠改革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通过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把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坚
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加主动地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
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习近平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
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

教育部下发通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月 11 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教育系
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迅速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教师节寄语的热潮，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凝聚力量，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转化为推动教育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寄语对广大
教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教育脱贫攻坚中
的突出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提出殷切期望，对
各级党委政府做好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
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
特殊厚爱。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寄语精神，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高度
重视，把学习贯彻寄语精神与进一步学习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结合好，做
到融会贯通，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按照“九个坚持”的要
求，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
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要按照覆盖全体、精
准投放、形式创新、喜闻乐见的要求，结合短期
中期长期安排，通过开展系列研讨，书写系列
文章，开设系列课堂，发起系列巡讲，深刻领会
总书记寄语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引导教育
战线广大师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
寄语精神上来。
《通知》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要精心组织，按照进度安排和阶段
任务，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指导干部教师抓好
学习贯彻。要把握工作思路，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要
创造有利环境，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深入推动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把党中央、国务院
对教师的关心落到实处。
据教育部官网

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
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
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
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
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
去。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
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
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
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
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要鼓励科技
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
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
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
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
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
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
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
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科技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新科学知识的学
习，
关注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陈希、黄坤
明、万钢、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科学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据新华社

“十三五”
时期

中央财政 700 亿元
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获悉：为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决策部署，
“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共安排
700 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
安排 379 亿元深入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支持贫困地区优化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结 构 。 2017—
2019 年连续 3 年每年增加招聘
计 划 1 万 人 ，提 前 一 年 实 现 年
招 聘 10 万 人 的 工 作 目 标 。
2020 年继续扩大招聘规模 5000
人，达到 10.5 万人，到 2020 年底
中西部地区特岗教师将突破 44
万人。
安排 101 亿元支持实施“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引导中西部地区加强乡村
学校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截

至 2019 年底，累计支持中西部
地 区 培 训 教 师 超 过 1500 万 人
次，对乡村教师完成超过一轮的
全覆盖培训。
安排 203 亿元，支持地方实
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提高补助标准，并依据学校艰
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每
年惠及约 127 万名乡村教师。
安排 17 亿元，通过实施“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和“银龄讲学”计划，鼓励优秀教
师到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
老区、边疆地区支教。
“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将
进一步巩固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优化经费投入结构，支持和引导
地方继续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不
断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摘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