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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16日下午就量子科技研究
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
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
要答案。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
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
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
手棋。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薛其坤就这个问题进
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
了讲话。他指出，近年来，量子
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
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
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
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安排
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了解世
界量子科技发展态势，分析我
国量子科技发展形势，更好推
进我国量子科技发展。

习近平强调，量子力学是
人类探究微观世界的重大成
果。量子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科
学意义和战略价值，是一项对
传统技术体系产生冲击、进行
重构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
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方向。我国科技工作者在
量子科技上奋起直追，取得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创新
成果。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
备了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科技实
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看
到，我国量子科技发展存在不
少短板，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
道路，坚定信心、埋头苦干，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在关键
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增强我国科技
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系统总结
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成功经
验，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深入
分析研判量子科技发展大势，
找准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统筹基础研究、前
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培育量
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
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制高点，
构筑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顶层
设计和前瞻布局。要加强战略
研判，坚持创新自信，敢啃硬骨
头，在组织实施长周期重大项
目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
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
技术领域集成创新，形成我国
量子科技发展的体系化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政策
支持体系。要加快营造推进量
子科技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形成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要
保证对量子科技领域的资金投
入，同时带动地方、企业、社会
加大投入力度。要加大对科研
机构和高校对量子科技基础研
究的投入，加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统筹建设，完善科研管理
和组织机制。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基础
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量子科技发展取决于基础
理论研究的突破，颠覆性技术
的形成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要统筹量子科技领域人才、基
地、项目，实现全要素一体化配
置，加快推进量子科技重大项
目实施。要加大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
高峰，在量子科技领域再取得
一批高水平原创成果。

习近平指出，要培养造就
高水平人才队伍。重大发明创
造、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在人
才。要加快量子科技领域人才
培养力度，加快培养一批量子
科技领域的高精尖人才，建立
适应量子科技发展的专门培养
计划，打造体系化、高层次量子
科技人才培养平台。要围绕量
子科技前沿方向，加强相关学
科和课程体系建设，造就一批
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善于
统筹协调的世界级科学家和领
军人才，发现一批创新思维活
跃、敢闯“无人区”的青年才俊

和顶尖人才。要建立以信任为
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给
他们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
术路线决定权，鼓励优秀青年
人才勇挑重担。要用好人才评
价这个“指挥棒”，完善科技人
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把科研
人员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
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
放出来，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
人才创新的生态系统。

习近平强调，要促进产学
研协同创新。要提高量子科技
理论研究成果向实用化、工程
化转化的速度和效率，积极吸
纳企业参与量子科技发展，引
导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开
展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发，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
同创新。要加强量子科技领域
国际合作，提升量子科技领域
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学
习新知识，掌握新动态，做好重
大科技任务布局规划，优化科技
资源配置，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党
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发展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发挥宏观
指导、统筹协调、服务保障作用，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有力推动重大科技
任务攻关，为抢占科技发展国际
竞争制高点、构筑发展新优势提
供有力支持。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量子科技发展
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防疫“18条”
为健康农高会护航
所有参展参会人员
凭“绿码”通行

本报讯（记者张维）以“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
国杨凌农高会将于10月22日-26日举
行。与历届农高会相比，这是一次线下
线上融合举办的展会，也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陕西最大规模的一场盛
会。如何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办好本
届农高会，既是一次挑战考验，更是一
项重点工作。

本届农高会筹委会疫情防控部制
定《农高会疫情防控指南》，18条措施确
保展会安全万无一失，着力打造一届健
康的农高盛会。措施明确，农高会举办
期间，各展馆展区、各专项活动要切实
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做好扫码测温、防
疫消杀、通风保洁、人流控制、应急处置
等现场疫情防控工作。各参展商承担
防控个人责任，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出
示健康码，科学佩戴口罩。禁止售卖进
口冷冻食品，做好个人及展品防护工
作，配合展馆展区对公共区域的日常消
杀工作。

所有参展参会人员需接受体温检
测，凭健康码“绿码”通行，无健康码人
员实施实名制登记管理，全程科学佩戴
口罩，注意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现场工
作人员及时引导、提醒，引导观众分散
式参观。出现体温高于37.3℃或发热、
干咳、乏力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由现
场工作人员引导至临时隔离点进行隔
离观察，经现场医疗卫生保障人员研判
采取转运就医等相应处置措施，在没有
明确诊断结果前，不再进入展馆。健康
码异常人员将禁止参加农高会各项活
动。

农高会举办期间，采取错峰观展、
人员限流等方式，做好展会人员安检、
体温检测、顺序入场等服务工作。未经
筹委会允许的境外及高、中风险地区人
员不得参加展会。控制农高会活动现
场人员密度，人员应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禁止在各展馆内进行表演、抽奖等
容易引发人员聚集的活动。如遇展馆
内局部区域出现人员密集情况，巡査工
作人员应当及时、坚决采取相应分流措
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公安部门，
由公安部门对现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迅速疏散聚集人员。

胡衡华同志
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本报讯（记者赵明）日前，中央批
准：胡衡华同志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
副书记。

胡衡华同志简历
胡衡华，男，汉族，1963年6月生，

湖南衡南人，1983年 7月参加工作，
198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
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南省衡阳钢管厂厂长助理、副厂
长，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执行董事、总经理，湖南省经济委员
会主任，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长
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湘江新区
党工委书记，2016年11月任湖南省委
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2017年7月
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2020
年10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
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

本报讯（记者王嘉）夏去秋
来，陕西省千阳县南寨镇三合
村村民赵乃强家吃过早饭后就
来到果园里忙碌起来。“今年苹
果丰收了，好得很，苹果又大又
红，产量又好，一亩地起码卖个
一万多块钱，好得很。”赵乃强
高兴地说，今年商品果预计可
以达到3万多斤，卖上五六万元
不是问题。“钱袋子”鼓起来了，
赵乃强对今后的美好生活更坚
定了信心。

百姓“钱袋子”既是社会
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也是经
济发展的“内在稳定器”。在
莲湖区某小区门口经营水果
生意的小张自从拓展了社区
团购的新业务后，每月多了
1000多元收入。“现在大城市
的消费方式多，只要我们稍微
转换一下思路，就能跟上互联
网的发展潮流，收入肯定还会
继续增加。”

来自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

总队的数据显示，2019年陕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6098元，同比增长8.3%，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较
2012年增加 15829元，年均实
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2326元，同比增长
9.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较 2012年增加 6041元，
年均实际增长7.9%。2019年，
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2010 年实际增长 111.0%，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较 2010年实际增长 90.2%；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0
年实际增长120.2%。更喜人的
变化是，如今人们的收入来源
结构更趋多元。今年上半年，
陕西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
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均有增长。

“一到周末我就喜欢带着
家人到周边逛逛吃吃，享受当
下的美好生活，今年由于疫情

逛吃的周末生活少了好多。”张
欣告诉记者，国庆节时就带着
孩子和老人到关山牧场和太白
山玩了玩。

“收入有保证，花钱意愿更
强烈。”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
高，陕西居民消费更加注重品
质，消费观念发生转变。在外
用餐需求增加，2019年陕西居
民人均饮食服务支出达到1246
元，同比增长25.7%。精神文化
生活不断丰富，旅游娱乐意识
逐渐增强，2019年陕西居民人
均景点门票支出增长20.6%，人
均电影话剧演出票支出增长
29.8%。医疗保健观念逐步由
就医治病向预防保健转变，
2019年陕西居民人均购买滋补
保健品支出增长25.3%。对自

身外形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2019年陕西居民人均购买化妆
品支出增长29.9%，人均美容美
发洗浴支出增长28.5%，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不断实
现。

随着耐用消费品革新速度
加快和居民购买力的不断提
升，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不断增多，农村居民升
级换代趋势更为明显。数据显
示，2019年，陕西居民平均每
百户汽车拥有量为 28.8辆，比
上年增加 1.1 辆，增长 3.9%。
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汽
车拥有量达到 37.4 辆，增长
2.1%；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汽
车拥有量达到 18.5 辆，增长
6.5%。

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去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8元

聚焦第27届杨凌农高会

喜看新成就回眸“十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