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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崔
文毅） 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习近平赞赏安德鲁王子和英国王
室为增进中英友好作出的积极努力。
习近平指出，我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成
功的国事访问，开辟了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中
英关系“黄金时代”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梅首相今年初成功访华，两国各领域合
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愿同英方继
续密切高层互访，办好机制性对话，确保
中英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向
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中国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将坚持扩大开放，加强创新领域国
际合作。中英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有利于
实现互利双赢，为两国关系“黄金时代”
注入更多新内涵。

安德鲁感谢习近平会见，并转达了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
问候。习近平表示感谢，并请安德鲁转
达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切问候。

安德鲁表示，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
英国成功的国事访问，有力推进了英中
两国广泛领域的合作。英国高度关注中
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我愿继续致力于加强两国科技、创
新、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推动英中“黄金时代”取得更
大发展。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是应中国人民

外交学会邀请，来华出席第二届以科技
创新为内容的“龙门创将”中国区总
决赛。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内法规
和相关文件专项清理的决定》 日前发
布。党中央决定，废止 3 件、修改 35 件
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针对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专项清理，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决策部署，对于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效
解决部分党内法规和文件与机构改革不
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确保
机构改革依法依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中央纪委、中央各

部门要抓紧对本单位涉机构改革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国家机关各
部委党组（党委）要按照机构改革精神
及时清理自身制定的涉机构改革的文
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组织
实施好本地区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相
关文件的清理工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抓好贯
彻执行。对废止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要按照档案、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存
档、查档利用等工作。对需要修改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抓紧启动修改工作，
优质高效完成修改任务。

中共中央对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作出清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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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经中共
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发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收入自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后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
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72篇，约63
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4
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16篇，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 22 篇。有
19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集中反映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时
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
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
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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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极不平凡历程；集中反
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
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一系列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创立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出的决定性
贡献；集中反映了全党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明确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取得的卓著成效；集中反映了党中
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在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

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港澳工作和
对台工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
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显著成就和
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与之前出版的上册、中册形成一个完整
系列，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党进一步
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埋头
苦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具有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册主要篇目介绍见第六版）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出版发行

创新决定未来，改革关乎国运。在
日前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面
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
新活力”“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
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成
长”。讲话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科技工作的改革发力重点，必将为集聚
天下英才、广纳众智众力、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
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加速跨越、成就斐然，实现了
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慧眼”卫星漫

步太空、“神舟飞船”遨游星际、国产
航母下水试航……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一些前沿技术进入“并行”

“领跑”阶段，我国科技实力处于从量
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
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也必须看到，与
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局面相比，现行相
关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主要是“项目多、帽子多、牌
子多”、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强，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人才评价
激励制度不合理，等等。

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必须抓住问题要
害，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
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
各类主体创新创造的活力。

要打破院内院外的“围墙”，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都是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庞大的
体系中，各类主体的定位和使命应当是
不同的，没有哪一类主体能够“包打天
下”。这就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
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统筹各类创新资
源，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融合、握
指成拳。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精准评
价、精准激励，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创
新潜能。

要直击制约人才发展的“难点”，
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功以才成，业
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
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创
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
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
体系；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优秀科技

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改变片面将论
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
的做法，不让繁文缛节捆住科学家的手
脚……这些改革举措便是瞄准“人”这
个关键因素，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让人才放开手脚创新创造。当放开手脚
的人才在创新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时，当
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
人们尊崇向往的职业时，我国迈向世界
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也就有了更厚重的人
才积累。

改革不停歇，创新不止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改革创新
大显身手的时代。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
断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效能创造活
力，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
奋勇前进。

以 深 化 改 革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重要标志，承载着城市
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
既在高原，又上高峰，上海正紧紧围绕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这一战略目标，致力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努力把“上海
文化”这一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弘扬传统文化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
画绘本系列》全套30册连环画绘本自去年亮相以后，就持续
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说：“这是中华文化培根固源的基
础工程、中华民族塑魂铸魂的文艺复兴工程、新形势下振兴海
派文化的龙头工程。上海有责任也有条件打造中华创世神话
学术高地、文艺创作高地、教育传播高地。”

完成绘画作品，仅仅是个开始。5月6日，上海木偶剧团
携《创世——补天》启程赴塞尔维亚，参加第20届“金火花”国
际木偶艺术节；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大禹治水》计划6月
中旬首演；上海淮剧团的《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将在8月份
出征爱丁堡艺术节……施大畏告诉记者：“好题材需要不断打
磨，这可以为打造上海品牌提供可能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表示，近代以来，上海依托开
埠后的都市繁华，吸引周边文化资源，形成江南文化中心。进
入新时代，上海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更是大有可为，艺术家们的
创意让这里洋溢着文化创新的气息。

比如，沪上著名作家孙甘露与众多出版人正计划在上海
青浦区的古镇朱家角复兴千年水乡“阅读小镇”。未来，这里
每月都将举办水岸图书集市，“阅读大道”“阅读客栈”等也在
规划中。 （下转第二版）

上海文化：

展现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标识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 凯 李治国

这是无人机航拍的铺前大桥（5
月29日摄）。

海南铺前大桥连接海口市和文
昌市，总投资约30.1亿元，是国内首
座跨地质断裂带的大型桥梁。

截至目前，铺前大桥建设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0％，预计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
文昌与海口的距离，促进海南省北
部经济圈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国内首座跨断裂带大桥

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