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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 陈芳 吴晶）中共中央、国
务院 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
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 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烈的掌
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
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
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
士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
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
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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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出了重要
贡献。当前，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按照党的
十九大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凝聚起更为强大、更为持久
的科技创新力量。

李克强说，要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完
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结合，增强
原始创新能力。面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加快攻克关键
共性技术，解决好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面向增进民生福
祉，开展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等领域攻关，让
人民生活更美好。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成长。

李克强指出，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和完
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技术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健全创新激励机制，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
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名利双收，涌现更多国际领先创新成果。

李克强说，要弘扬创新创造精神，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
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科学数据和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

化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时说，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担当，勇于
超越，勇敢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重任。我们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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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王泽山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

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

沈跃跃、杨晶、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国家科技教

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成员和首都科技
界代表等共约3300人参加大会。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
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5
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
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
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授予
7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张高丽主持王沪宁出席

271个项目和9名科技专家获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王泽山侯云德

据新华社北京1月 8日电（记
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8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指出，新年伊始，马克龙
总统首次访问亚洲就来到中国，体
现着你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法
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
方大国。1964年，毛泽东主席和戴
高乐将军以超凡的政治远见，作出
两国建交的历史性决定，不仅影响

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也对今天世界
发展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我们要
继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坚持
走正确的道路，迈向中法关系更加
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中方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法方也持相似的理念。两国可
以超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文化传
统差异，增进政治互信，充分挖掘合
作潜力。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作为。

马克龙表示，我愿通过此访，同
习近平主席就法中关系和重大国际
问题上合作交换意见，加强两国互
信，增进法中关系、欧中关系。“一带
一路”倡议十分重要，法国愿积极参
与。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此
访将成为法中关系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
和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作为

河南27个项目
荣获国家大奖
科普类成果实现零突破

本报讯（记者 王红）在昨日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河南共有 27项重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2项。我省主持
完成7项，参与完成20项。

获奖项目有亮点有突破
与往年相比，2017年度我省在继续保持较高获奖数量的

同时，获奖项目呈现新亮点，实现新突破。
在被认为“最具含金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上，常俊

标教授完成的“植物油菜素内酯等受体激酶的结构及功能研
究”获得二等奖。这是 5年内我省第 2次斩获该奖项，反映出
我省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下转二版）

今年春运2月1日开始
为期40天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董万胜）记者从全市春运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春运将于 2月 1日开始到 3月 12
日结束，共计40天。

据悉，为切实做好 2018年春运工作，在国家发改委等
11部委昨日联合召开全国春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省、
市2018年春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相继召开。

会议提出，今年春运预计将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客
运总量增速放缓，铁路、民航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二是随着
一批铁路新线开通运营，川渝、西北等方向运输紧张状况有
所缓解。三是节前客流相对平稳，节后探亲、学生、务工等
客流叠加。四是自驾车出行数量快速增长，保障道路安全
畅通的任务加重。五是入冬以来煤炭、粮食运输需求旺盛，
运力安排须以客为主、客货统筹。

会议要求，各地要做好六大方面工作，保障春运工作顺利
进行。一是着力治理安全隐患，二是着力治理道路拥堵，三是
着力治理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四是着力提升运输衔接水平，
五是着力提升春运服务品质，六是着力提升宣传引导成效。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郑州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市十四届人大共有代表 568 人，出席预
备会议的有508人，符合法定人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主持预备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胡荃，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赵武安、赵明恩、王广灿、王贵欣、
赵新中、王铁良、范强、法建强、赵书贤，秘书

长王福松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经表决，选举了本次大会的主席团

和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议

程。此次大会共有三项议程：选举郑州市出
席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郑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在
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结束
后，新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
会议。

会议首先推定马懿、程志明、白红战、
靳磊、胡荃、赵武安、赵明恩、王广灿、
王贵欣、赵新中、王铁良、范强、法建强、
赵书贤、王福松等 15人为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
接着，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白红战

的主持下，经表决，决定了大会副秘书
长人选，决定了大会日程，通过了本次
大会的选举办法草案。

根据会议通过的大会日程，本次
大会 1月 9日上午开幕，1月 10日下午
闭幕。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8 年 1 月 8 日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推定）
（共15名）

马 懿（回族） 程志明 白红战 靳 磊
胡 荃 赵武安 赵明恩 王广灿
王贵欣 赵新中 王铁良 范 强
法建强（回族） 赵书贤 王福松

主席团、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8日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共9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东辉 万正峰 马义中 马 健（回族） 马斐颖（女） 马 懿（回族） 王广灿 王中立
王 平（女） 王东升 王东亮 王竹强 王春山 王贵欣 王铁良 王跃华 王鸿勋 王超斌
王 鹏 王新亭 王福松 王 璋 王德山 毛鸿雁（女） 龙同胜 史占勇 白红战 乔 耸
任广林 刘 东（女） 刘全心 刘建武 刘庭杰 刘海奎 孙金献 孙桂林 杨惠春 杨福平
李元中 李元法 李书峰 李永茂 李幸福（回族） 李金鹏 李 艳（女，回族） 李喜安 李蝴蝶（女）
吴予红（女） 吴福民 谷保中 沈丕黎（女） 宋书杰 宋 洁（女） 张子亮 张文随
张俊峰 张艳华（女） 张 辉 陈红民 陈宏伟 陈 新 苗晋琦 范 强 尚守道 周长松
周春辉 周荔青 周富强 法建强（回族） 郑福林 胡 荃 赵书贤 赵武安 赵明恩 赵学庆
赵新中 姜现钊 姜朝红（女） 贾记鑫 郭锝昌 黄国甫 黄 钫 黄保卫 黄 卿 常绪东
崔豫琳（女） 阎铁成 程志明 焦大宏 焦豫汝（女） 舒安娜（女，土家族） 温润琴（女）
靳 磊 蒿铁群 雷 志 蔡 红（女） 翟桂红（女） 樊福太 潘开名

秘书长：

赵武安（兼）

副秘书长名单
（2018 年 1 月 8 日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决定）
（共8名）

王福松 李金鹏 张国宏 朱河顺
石大东 李永茂 韩俊远 张书军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省部共建高校再添一所
省政府携手中国民航局力挺郑州航院
本报讯（记者 王红）河南再添一所省部共建高校。昨

日，省政府与中国民用航空局签署协议共建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至此，河南省部共建高校总数已达11所。

根据双方合作共建协议，省政府将在政策、投入等方面
加大对郑州航院的支持力度，把学校列为河南省重点建设
高校，支持郑州航院建设航空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对郑州
航院重大科研项目申报评审、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重点学
科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学位点建设及招生规模等予以倾
斜。与此同时，中国民用航空局将郑州航院列为重点支持
高校，把学校的发展纳入民航事业整体规划，积极支持郑州
航院建设航空大学；加强对郑州航院民航相关学科及专业
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术研究、科技攻关等方面
的指导和支持。

此前，我省已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中医
药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
院校加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右）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
院士（左）颁发奖励证书。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2017年度河南科技奖揭晓 2版奏响中国创新最强音 3版

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会议议程

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推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通过会议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