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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激
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
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
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
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
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
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
好氛围。

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科学文明与中华传统
文化交流激荡中，一代代中国科
技工作者投身创新报国实践，成

为科学家精神的塑造者、传承者
和践行者。他们塑造的“两弹一
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彪炳
史册。在改革开放和创新型国
家建设中，科学家精神以其强大
感召力薪火相传并焕发出勃勃
生机。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
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
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
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

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面临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
展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
排头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
境。崇尚学术民主，坚守诚信底
线，反对浮夸浮躁、投机取巧，反
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构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

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发挥
评价引导作用，大力减轻科研人
员负担。加强宣传，营造尊重人
才、尊崇创新的舆论环境。

意见提出，力争1年内转变
作风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
得到全面实施，3年内取得作风
学风实质性改观，科技创新生
态不断优化，学术道德建设得
到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得到大力弘扬，在全社会形
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
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
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
聚磅礴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嘉）中国
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进入第
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日前公
布，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共有 222位，其中陕西有 12位
专家学者入围。

中国工程院 2019年院士
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
束，各学部经过审阅材料、专
业组评审、学部评审和投票
等程序（工程管理学部候选
人在相关专业背景学部评
审），产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

的候选人 222位。
陕西入围的专家学者

是：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黄
长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武器系统与应用
工程专业；王建华，西安交通
大学，电器设计制造专业；杨
树兴，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
三研究所，武器系统与应用
工程专业。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郑
庆华，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
专业。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
部：介万奇，西北工业大学，材
料合成与加工专业；李贺军，西
北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专业；张
平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功
能材料专业。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刘
池阳，西北大学，油气资源和勘
探专业；王香增，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油和
天然气工程专业。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马
建中，陕西科技大学，胶原材料

科学与皮革工程专业。
农业学部：张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临床兽医学专业。
医药卫生学部：郝定均，西

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骨
外科专业。

截至去年底，陕西省拥有
两院院士共计67位，其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42人，占全国工程
院院士的4.8%，位居全国第四；
中国科学院院士25人，占全国
科学院院士的3.1%，同样位居
全国第四。

我省已有两院院士67位

本报讯（首席记者石喻涵）
6月 11日，陕西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成立大会召开。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庄长兴
出席并讲话。

陕西省见义勇为协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
职能，主动开展工作，为促进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
正气、推进法治建设发挥了积
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陕
西省见义勇为协会大力宣传

先进典型，推动地方立法、权
益保障等工作，见义勇为事业
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建设更高
水平平安陕西作出了应有
贡献。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做好新时代见义勇为工
作。要大力弘扬见义勇为崇

高精神，积极倡导见义勇为社
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见义勇
为、惩恶扬善的浓厚氛围。要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一步改进见义勇为正面
宣传和评选表彰工作。用英
雄事迹和英雄模范引导舆论、
鼓舞人心，形成防风险、保稳
定、护安全的工作合力。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把见义勇为人员的各项保障
措施落到实处，按照政策规

定，健全完善奖励抚恤、慰问
资助、医疗保险、就业创业、子
女就学、定期疗养、住房安居
等工作机制。要建立完善服
务保护机制，进一步做好见义
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工作。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见
义勇为工作，把这项工作纳入
更高水平的平安陕西建设范
围，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
举措，为陕西追赶超越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陕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

据新华社电 6月 11日，在对吉尔
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
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
表题为《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
季常青》的署名文章。

据新华社电 6月11日，博鳌亚洲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
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
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
促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
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
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
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
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
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
出贡献。

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曹瑞）据悉，省委宣
传部扶持的陕西省2017年度重大文化
精品项目，由海宁原石文化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
36集电视连续剧《共和国血脉》，将于6
月12日晚在央视一套开播。

《共和国血脉》是一部反映中国石
油工业建设的长篇革命年代剧，该剧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
军第57师整建制改编为石油师的史实
为题材，歌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特定
历史时期，凭着对党和人民的一腔忠
诚，为了建设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崇高精神。

《共和国血脉》是第一部全景式表
现新中国石油工业创业史的电视剧，由
万盛华执导、陕西广播电视台拍摄。剧
组辗转行程1万余公里，先后前往玉门、
青海、陕北、北京、大庆等地实景拍摄。

该剧具体播出时间为6月12日晚
9时在央视一套播出第一集，自6月13
日开始每晚8时播出两集。

《共和国血脉》
今晚央视一套开播

本报讯（记者张维）6月11日，由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开展的
2019年（第26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和评价工作已经开始，符合条件的可
开始申报。

根据有关规定，拟申请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在
行业中具有显著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
势，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
平；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创新机制，企
业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创新效率和
效益显著；有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年
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
1500万元；拥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
丰富的技术带头人，专职研究与试验发
展人员数不少于150人；具有比较完善
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技术开发仪器
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有较好的
技术积累，重视前沿技术开发，具有开
展高水平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具有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两年以上。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评价工作开始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
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
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
门于 2019年 5月至 2019年 12
月，联合开展全国范围的互联网
网站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未备
案或备案信息不准确的网站进
行清理，对攻击网站的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违法违规
网站进行处罚和公开曝光。

此次专项整治的一大特点
是加大对未履行网络安全义务，
发生事件的网站开办者的处罚
力度，督促其切实落实安全防护

责任，加强网站安全管理和防
护。各地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
将根据《网络安全法》，对落实网
络安全义务不到位，发生网页篡
改、被植入后门木马、大量公民
个人信息被窃取等网络安全事
件，以及存在非法获取、出售或
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的网站，依
据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约谈主要
负责人、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注
销备案等措施并公开曝光，涉企
行政处罚信息将依法纳入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予以公示。专项整治期

间，各地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
还将责令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ICP备案、联网备案或备案信息
不准确的网站限期整改，对拒不
整改的进行清理。公安机关将
对非法入侵控制网站牟取利益
或从事非法活动，非法提供入侵
控制网站工具，买卖网站数据和
控制权限，窃取买卖个人信息等
违法犯罪活动和网络黑产行为，
组织开展专项打击。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检查评估所副所长于盟
介绍，采用云防护方式是当前有

效快速提升网站防护能力的手
段。国家信安标委组织制定了
《信息安全技术网站安全云防护
平台技术要求》等标准，对云防
护服务商进行规范引导。

专项整治期间，中央网信办
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有关部门
做好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坚持
依法依规，坚持防慑并举，促使
网站运营者网络安全意识和防
护能力有效提升，实现网站安全
形势取得明显改观，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新华

四部委联合开展互联网网站安全专项整治

将处罚曝光违法违规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