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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主持召开科技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 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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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 昨天上
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
科技领域专家座谈会， 继续就
我省“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意
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始终坚持
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 把服务国之大者
与发挥湖南优势结合起来，着
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
技创新高地。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出席。

省领导张剑飞、 朱忠明参
加座谈。

座谈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
士、湖南大学教授谭蔚泓，中国
工程院院士、 中车株洲所首席
科学家丁荣军， 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防科技大
学教授王怀民， 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仲华，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黄云清，省
农科院院长单杨， 中南大学教
授赵中伟， 长沙军民先进技术
研究院院长夏利锋， 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研究员吕奔10位专
家学者先后发言， 就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生态、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 培育引进科创人才
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杜家毫边
听边记，与大家深入探讨。

杜家毫指出， 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以来， 我们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推动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取
得突破性进展。实践证明，抓创
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谁就能抓住发展的主

动权、时代的制高点。当前，全
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
神， 创新是贯穿打造“三个高
地”、担当“四新”使命的一条主
线，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 都迫切需要发挥科技
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我们要
坚持把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地
位，胸怀“两个大局”，从湖南的
基础、特色和潜力出发，把服务
国之大者与发挥湖南优势结合
起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集中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建好
用好一批重大创新平台， 前瞻
布局一批前沿领域和高精尖产
业， 引进培育一批重大科技创
新人才和团队， 形成一套科技
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 打造一
个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 着力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 实现创新人才加快聚
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

杜家毫指出， 科技创新离
不开良好的环境做支撑。 要加
大科技尤其是基础研究、 应用
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强化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大“放管服”力度，
着力打通科技创新“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激发各类
主体创新创造活力， 营造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要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引导广
大科技工作者深耕专业、 潜心
研究， 把更多科技成果写在三
湘大地上。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周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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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施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
施”两个字，标志着延迟退休将要
从此前的研究层面， 变成现实。
（11月12日北青网）

统计显示，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正在不断加剧，2019年，我国6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2.5388亿，
占总人口比重为18.1%， 同时，0-15
岁（含不满16周岁） 人口数量仅为
2.4977亿，占比仅17.8%。在这种老年
人口不断增长， 而年轻人口不断相

对减少的老龄化人口结构背景下，
“延迟退休”当然不可避免。

我国在官方层面首次提出延
迟退休，是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当时的表述是“研究制定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7年之
后，在最近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
对于延迟退休的表述从“研究制
定”变成了“实施”。延迟退休距离
正式推出开始进入倒计时。 延迟
退休固然是势在必行， 但对这一
建议的发布，目前舆论颇为沸腾，
尤其是普通上班族， 都表示有话
要说。 他们的意见基本集中在以
下几点， 如年龄增大后的就业问

题、个人健康问题、个体寿命差异
等，这些问题也意味着，作为一项
关系到数以亿计劳动者切身利益
和福祉的政策， 延迟退休究竟具
体如何设计、操作、实施，显然需
要全面权衡、统筹、兼顾各种十分
复杂的现实因素。

美国早在1983年就制定方案
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但
执行从2020年开始到2027年结束，
每年提高一个月左右。这其中涉及
到根据本国人口结构、财政状况和
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精心测算
并广泛征求意见，进而制定合适的
方案。 我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较

快，虽说从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现
实情况来看， 延迟退休已刻不容
缓， 但仍然需要预留几年空间，且
退休年龄的目标可以分阶段、通过
多个方案来最终完成。除了退休年
龄不宜搞一刀切，还可以先让老龄
化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先行试
点， 待积累经验后再在全国铺开，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进，给社会
留一个缓冲时间。

另外，延迟退休还涉及到公平
问题。首先，因为职业不同、身份不
同，退休的待遇也不同，这也是目前
人们最为关注的。其次，随着年龄增
长，工作会越来越力不从心、收入待

遇也会随之变得不稳定……这些让
普通民众感到焦虑的问题， 都是不
可忽视的现实矛盾， 需要在推进延
迟退休的同时设计能体现社会公平
的方案，提高公平程度，同时解决好
劳动岗位的供给矛盾， 以减少人们
因此而产生的焦虑。

“年轻人越来越少， 老年人越
来越多”的人口结构已是很多国家
的现状，延迟退休也是从我们这一
代人开始无法逃避的问题，只是国
家层面在出台方案时除了要考虑
宏观大局，也要多倾听普通人的声
音，保障好个体的切身利益。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延迟退休要尽量保障好个体切身利益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11
月1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了今冬疫情防控专家
研判结论： 目前全球疫情加速蔓
延， 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病例导
致本地传播风险增大， 冬季将处
于疫情零星散发状态， 局部地区
可能发生聚集性疫情。 冬季其他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 疫情
防控一刻不能放松。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表示，
我国从境外累计输入病例已达
3600多例 ，10月比 9月增长了
45%。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当
前防控工作重中之重，不能麻痹
大意。近期我国动态调整了相关
疫情防控举措：一是增加一次血
清抗体检测，二是登机前的核酸
检测由72小时缩减到48小时，三
是在中转地也增加了一次检测，
四是对一些疫情高发国家不得
不采取一些紧缩签证政策。同
时，航班熔断机制继续更加严格
执行。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尹成
基介绍，根据近期国际疫情形势，
结合冬季口岸边境季节性特点，

我国继续强化移民出入境管理措
施。 继续暂停外国人持部分有效
签证、居留许可入境，继续暂停口
岸签证和区域性免签政策。 从严
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非必要事由
的出入境证件申请， 劝阻和限制
内地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非必
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动。

为有效防范疫情通过进口冷
链食品输入风险， 海关总署进出
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介绍，
全国海关进一步加大了进口冷
链食品检疫力度。目前已对查出
问题的22家企业采取了暂停或
者撤销其注册资格等措施。截至
11日，已对发生员工感染新冠肺
炎的20个国家99家生产企业采
取暂停其产品进口的措施， 其中
82家企业在出现疫情后自主暂停
了对华出口。

对公众来讲，李斌说，人群对
新冠病毒普遍易感，要突出“防”
字，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分餐制
等卫生习惯。对老年人、儿童、孕
产妇等重点人群， 要强化卫生防
护措施，尽量减少外出。

■据新华社

专家研判：冬季将处于疫情零星散发状态
局部地区可能发生聚集性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松

11月7日至11日， 天津接连
查出冷链从业者感染新冠肺炎，
冷链食品外包装也被检出新冠病
毒。此前，大连、青岛等地的局部
疫情也均与进口冷链食品有关。

记者调查发现，冷链屡次成
为疫情风险点有多种原因。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耐低温
的特性使其在冷链食品表面更
易存活。据介绍，此前研究证实
新冠病毒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
条件下仍可存活。

其次，各地在进行进口冷链
疫情防控工作时，虽然会结合全
球疫情最新形势全面收集信息，
科学确定抽检商品种类和批次，
但进口冷链食品数量多，抽检难
以发现所有病毒。

此外，装卸环节成为防疫的
难点之一。记者在北方某港口看
到，各类冻品需要装卸工人一件
件手工掏箱。

冷链为何成疫情风险点

链接

11月12日，在
深圳举行的第二十
二届高交会上，各家
企业展示的抗疫科
技成为一大亮点，吸
引大量参观者和采
购者驻足。图为工作
人员展示可以用于
巡查发热人员的热
成像智能头盔。

新华社 图

本报11月12日讯 湖南省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下称研
究会）今天在长沙成立，定位
为中非经贸合作高端智库、综
合性专业服务机构、开放型资
源整合平台、 市场化运营促进
中心。

作为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

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之一，
研究会由省内高等院校、 科研
院所、智库、企业、园区、团体及
从事中非经贸合作的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等组成，是一个经
批准设立的综合性、 非营利性
的社团组织。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成立

“抗疫”科技
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