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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五”始发，“天眼”初开，“神威”夺
冠，“天神”交会，“墨子”巡空，“海斗”探
渊⋯⋯

2016 年，是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征途中收获颇丰的一年。回望这一年，科
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科技创新硕果累
累，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

政策释放活力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从
年头到年尾，有关部门密集出台各种新
政，频发“红包”，屡放“大招”，从科技计
划到资金管理，从成果转化到分配政
策，各种政策红包让创新活力得到进一

步释放。
2016 年 1 月，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

总局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方法》进
行修订，适当放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
件，对科技人员比例、科研经费比例等进
行下调；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
化发展；《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
行动计划的意见》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
先后出台，也为推动创新创业、实现跨界
融合提供了保障，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
业的热情。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4 月国办印

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取
消审批和给予高校院所成果处置权、收益
权等新措施落地生根，科研人员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获得的奖励比例由过去的“不低
于 20%”提高到“不低于 50%”；中办、国
办7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
见》，推出了下放预算调剂权限、“打酱油
的钱可以买醋”、劳务费不再设比例限制
等多项新规，使经费配置更科学、使用更
灵活。

2016 年 5 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到 2030 年 跻 身 创 新 型 国 家 前 列 、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
走”目标；7 月出台的《“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部署启动了一批新的重
大科技项目，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
发展蓝图，提出到 2020 年，国家综合创
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 15 位，迈进创
新型国家行列。

突破彰显实力

2016 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60 周
年。昵称“胖五”的长征五号火箭成功首
飞，它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
工程，可与美、俄等航天强国运载能力最
强的火箭相媲美。 （下转第三版）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坚持标本兼治。”“要坚持治标不松
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
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
化，守住为政之本。”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对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作出重大部署，为今后工作指
明了方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精神，把
握好既治标又治本、以治标促治本
的管党治党方法论，严字当头、实字
托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

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
的一贯要求，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
竿”。治标，就是问题导向，发现一
个 解 决 一 个 ，露 头 就 打 、绝 不 手
软。过去几年，中央出台八项规
定、六条禁令，常抓反“四风”，严防

“节日病”，一系列党内法规相继出
台⋯⋯针对党内现存的突出问题
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欲事立，须
是心立”。治本，就是抓好思想防
线，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了一系
列思想教育活动，从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皆旨
在固本培元，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
产党人的魂，促动全党以思想自觉
推动行动自觉。实践证明，坚持标
本兼治，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不断向
纵深发展。

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
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
程，要以治标促进治本，在治标中实现治本。在注重规范
惩戒、严明纪律底线的同时，更要借此引导人向善向上，
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使人从面对纪律
红线不敢越，到扎紧制度篱笆不能越，再到筑牢思想堤坝
不想越，不断校准全体党员思想和行动的准星。

下一步，管党治党要在标本兼治上再下功夫。治标
不松劲，抓点滴细节，抓实际问题，不回避、立规矩、划底
线、严执纪；治本正身心，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
信念，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凝神聚魂，凝心聚力，切
实把党建设好。这样，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
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月6
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
123人，列席266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会议。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主持。全会总结2016年纪律检查工
作，部署2017年任务，审议通过了王岐山
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召开》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
规则（试行）》。王岐山同志就规则（试行）
审议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直面现实、充满自信，蕴含
着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许党许国的担
当精神，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
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党的历史使
命的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肯定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
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

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讲话指出，经过全
党 4 年多的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
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
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
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
生活呈现新的气象。讲话强调，全面从
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从宽松软走向严
紧硬需要经历砥砺淬炼的过程，要继续
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
向党的十九大交上改进作风、严明纪
律、惩治腐败的优秀答卷。要坚持标本
兼治，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定
和提高政治觉悟，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
想信念；党的高级干部要做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要强化党
内监督，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
性、创造性、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充
分肯定纪检监察工作，对加强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重要政治
任务。要把自己摆进去，密切联系思想
和工作实际，全面、科学、系统、准确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学思践悟、悟懂通透，增强贯彻落
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全会认为，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思想武
器和行动指南，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
全面从严治党中坚守职责定位，带头执行
党章党规党纪，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
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修订党内监
督条例，颁布问责条例，制定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在
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部署开展改革试
点，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坚
持经常抓、抓经常，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践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在强化日常监督执纪上
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深化政
治巡视，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全
覆盖，深入开展“回头看”，创新方式方
法，巡视和巡察有机衔接，利剑作用充
分彰显。坚决减少存量、遏制增量，严
明换届纪律，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
势，织牢追逃追赃“天网”。聚焦扶贫民
生，重点督查督办，坚决整治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纪委
班子和队伍建设，加大干部交流和管理
监督力度，制定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试行）》，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在肯定
成绩的同时，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认真
解决。

全会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工作，有
以下体会：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看齐，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新时代承载新使命。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
根本所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体现
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制定和实施正确路
线方针政策，体现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选对人用好人，树立鲜明价值观和政治导
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
政治原则，树立“四个意识”，只有在思想
和行动上提高政治站位，不断从政治意识
和大局意识上找到差距，才能真正做到向
核心看齐。增强“四个意识”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做维护党
中央权威的忠诚卫士。

（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的意见》，要求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基本完成工程、卫
生、农业、会计、高校教师、科学研究等职称系列改革任
务；通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
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

《意见》明确，要完善职称系列，保持现有职称系列总
体稳定，探索在新兴职业领域增设职称系列，职称系列可
根据专业领域设置相应专业类别。目前未设置正高级职
称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

《意见》要求，要重点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道德，
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合理设置职称评审中的论文和
科研成果条件，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
统一要求。要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
系等制约，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
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

《意见》强调，要加强职称评审监督，严肃评审纪律，
建立倒查追责机制，实行政策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
结果公开，打击侵害专业技术人才利益等违法行为。要
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科学界定、合理
下放职称评审权限。

（《意见》全文及解读见第三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2016，创新中国活力迸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标本兼治

管党治党
本报评论员

职称制度改革意见发布
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

1 月 8 日，新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博湖县大河口冬捕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当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
博斯腾湖冬捕现场，近距离感
受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冬季
是起网捕捞博斯腾湖鱼类的最
佳时节，放养的种鱼经过了春
殖、夏长、秋壮，个个膘肥体大，
博湖渔家也迎来了最繁忙欢乐
的收获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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