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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两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胡锦涛
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下午，温家宝总理又作
了重要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和温家宝总
理的报告，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意义
深远，对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也对广大院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
殷切的希望。

首先，我就学习的初步体会和如何贯彻落
实先谈一些意见。

一、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
过去两年来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作出的
贡献；温家宝总理在回顾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
大事时，也多次提及许多院士专家的贡献，这对
我们既是鼓舞也是鞭策。当前，我国科技工作正
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中央高度重视，加大了
对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社会各界也对科技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虽然作出了一些重要
的科技创新贡献，但与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期

望相比，还需要我们更加努力，不断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多更大
的科技创新贡献。

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
国际国内的新形势，科学阐述了我国科技工作
的新任务，指明了我国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的
方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为
了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经济复苏增
长，克服全球共同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等重大
问题，纷纷加大科技投入，抢占科技制高点，争
取发展主动权。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
地位更加突出，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

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报告，阐述了他对科技
工作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思考，深刻指出“没有科
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
的明天”，明确提出积极迎接新科学技术革命的
曙光和挑战。这使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任务艰巨。

我国科技界面临着创新驱动发展带来的紧
迫需求，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带来
的压力，面临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
战略任务，面临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机
遇。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历史的责任感、创新的紧
迫感和为国家民族振兴勇挑重担的使命感。要
正视我国科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切实
解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等创新能力问题，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
不够密切、科技体制不适应科技生产力发展要
求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三、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围绕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对两院院士提出了六点希望和要
求；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报告，结合他长期领导科
技工作的深刻思考，对科学界的同志提出了五
点希望。我们要认真体会，贯彻落实到科技创新
实践中，贯彻落实到我院特别是学部的各项工
作中。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勇于创新，积极引
领科技加快发展，明确要求我国科技界要加快

推进重大科技专项，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
创新工程，加强战略高技术创新，加强基础研究
和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先导技术研究。温家宝总
理也希望我们要有使命感，为我国在世界科技
前沿占有一席之地贡献聪明才智，要提倡富有
生气、不受约束、敢于发明和创造的学术自由，
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真理和规律，批判思维，
独立思考。广大院士都是我国科技界的优秀专
家，科技创新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要在今后
的工作中，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要务，大幅减少
无关的社会活动，保证科研工作时间，聚精会
神、一心一意把创新能力搞上去。学部要加强学
术研究，努力发挥好对我国科技的引领作用，推
动我国科技真正走在前面。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服务发展，积极推
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温家宝总理也把科技
经济“两张皮”问题作为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切实
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科技与经济
结合的重要意义，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
作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在科
研的选题和方向上，要更加关注我国经济发展
的实际需求，从实际需求中提炼科技问题；在科
研过程中，要大力加强协同创新，带动和帮助企
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技术创新主体
向企业的转移，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和转移转化。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创新为民，积极促
进科技成果造福人民。温家宝总理也十分关注
民生科技问题，并希望大家重视和亲身参与科
学普及工作。我们要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
以我们的创新回报人民、回报社会。要围绕胡锦
涛总书记提出的使广大人民更健康、更舒适、更
安全、更幸福的要求，大力加强民生科技。要自
觉地把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发展科学文化作为
我们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
辩证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锐意改革，积极推
动科技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温家宝总理提出，必
须系统地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
价体系和科技组织结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

家创新体系，关系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关系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全局，也与大家的实际工作和
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我们要深入思考当前科技
体制机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积极向国家提出
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自己
的科研实践中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新机制。学
部要在科技体制改革重大咨询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围绕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更加深入
和系统的研究，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甘为人梯，积极培
养和提携优秀青年才俊。他从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和提携人才三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
确了我们今后人才工作的方向。温家宝总理也
希望我们把培养发现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广大
院士都是学术带头人，许多院士既是科学家也
是教育家，发现、培养、提携青年人才是我们的责
任，也是我国科技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学部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科学教育
工作，积极扶持青年科技人才，吸引科技人才参
与到学部学术活动中，提升他们的学术水平和
战略眼光。要发挥广大院士的明德楷模作用，以
身作则、言传身教，引导青年一代健康成长。

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建言献策，积极发
挥决策咨询的重要作用。温家宝总理也希望我
们要多为政府工作出谋划策。作为国家科学思
想库，为我国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是
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
要求，深入开展咨询研究，重点加强与创新驱动
发展相关的咨询研究，持续开展能源资源、生态
环境等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
的咨询研究，积极部署与破解我国社会转型期
复杂矛盾相关的研究方向，重视安排若干与全
球化问题和中国与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相关的研
究方向。要充分发挥广大院士的聪明才智，也要
建立适应思想库要求的研究和管理机制，提升
咨询工作的针对性，保证咨询工作的高质量，扩
大咨询工作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潘希根据白春礼在 6月 11日中

科院院士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报告精
神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今天上午，胡锦涛同
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
了重要讲话。下午，温家宝
总理也作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报告。这让我们备受鼓
舞，很振奋。

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
定了两年来我国科技界作
出的重大贡献，深刻指出
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新
形势，明确提出要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
创新驱动的轨道。

讲话对两院院士提出
了“六个坚持”的殷切期
望，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对进一步做好科技工作和
院士队伍建设工作，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非
常突出，重点非常突出，就
是“创新”。他在讲话中第
一次全面集中地提出“创
新驱动发展”的概念。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大家对创新特别有体
会。我们要科学发展，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依
靠科技力量，依靠自主创新
能力。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
点：

第一，总书记谈形势
的时候明确谈到一个结
论，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这是对当年小平同志
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要依靠科技创
新来驱动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
创新驱动的轨道，就是把我们的发展转移到依靠
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面。他对院
士们提出了六点希望、六个坚持，都是强调院士
们要立足本职，勇于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
结合。

第三，总书记提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科
学决策，科学决策需要科学咨询。他明确指出，两
院要发挥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作用，紧紧围绕
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突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发展瓶颈、破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
入开展咨询研究，客观独立发表意见，坦率真诚
提出建议。工程院就是工程科学技术思想库。这
是总书记对工程院院士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发挥
自己的作用提出的很高的要求。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总书记讲话精神。这是十八大召开前的一次非常重
要的讲话，对于科技界意义重大。两院院士大会后，
我们还要组织广大院士和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并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希望和要求。
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
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李晨根据周济在 6月 11日中国

工程院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
发言整理）

“领导人对我们的要求说得非常明确，要求
我们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 6月 11
日举行的中科院院士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
话和报告精神座谈会会场，中科院院士杨焕明认
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要点，就
是创新、创新、再创新。

在杨焕明看来，“这就说明我们的创新做得
还不够；两位领导人都说要加强体制改革，就说
明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杨焕明的一席话，让与会的院士们产生了
共鸣。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十分关注国家的科技体
制改革。“好的机制会促进发展，机制不好会浪费
人力财力。我们院士队伍对国家科技体制应当
提出自己的建议，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的决策过程。”

对此，中科院院士葛昌纯建议，一定要取消
SCI导向，“一方面，很多高质量的论文投向国外；
另一方面，让一些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思想”。

葛昌纯说，总书记和总理都非常重视年轻
人，但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很多，诱惑也很
多。“像‘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这些
都应该取消，让青年人轻松一些，安心面壁，十年
磨一剑。”

从事航天工作的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认为：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可用 4 个字概括：‘鼓舞’
和‘责任’。温总理强调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要
有批判思维，要尊重个性，这是我国科技界比较
缺乏的。”

接着叶培建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夏建白说，
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未来发展的
制高点，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驱动发
展的新要求仍不适应，必须继续深化。
“最关键的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既要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科技创新的主攻方
向，也要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
从根本上扭转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
国外的局面。”夏建白坦言，“温总理说‘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的’，中国不能依靠外国技术。”

在此问题上，褚君浩敏锐地观察到，目前美
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目标都非常明确，
对节能环保等关键性领域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现在的情况跟 3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以

前我们主要作跟踪研究，现在就要多做自主创
新、引领潮流的事情。”褚君浩说，“而且我觉得从
人才水平、科研设备、经费投入上来看，我们都已
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中科院院士杨卫直言，目前，我国的科研经
费迅速增加，美国一些大学甚至羡慕中国大学
的研究经费。“作为院士，我们应强调，要用好国
家或各级政府的科研经费，并能做出与其相适
应的工作。”

每届院士大会，两院院士李德仁都十分关
注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
的传统，我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教育。”他说，“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 GDP第二
的水平。如何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
创新驱动的轨道，是本届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

题之一。”
李德仁觉得，与前辈科学家相比，与国家的

投入相比，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还不够大。“每一位
院士都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带动技
术创新、系统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这个任务
我们不能有所怠慢。”

中科院院士匡廷云今年已经 78岁高龄了，
但仍然坚持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第一线。“现
在国际竞争太激烈了，这个领域只有第一，没有
第二。”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自主创新？匡廷
云觉得，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创新的
源头来自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但要做好
这项工作，除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要转变外，体制
问题也要解决，不要人为地分出什么第一单位、
第二单位。”
“我建议，对重要问题的判断或咨询工作，可

组织跨领域专家仔细研究。”中科院院士顾逸东
说，面对变革，需要提前准备，“如果有可能抓住一
些机会，重点跨越，我国在某些领域就能往前走”。

白春礼：院士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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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国家之所急 想国家之所想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报告精神座谈会侧记

姻本报记者潘希丁佳 王静

“今天胡总书记讲得最多的词就是‘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用创新的思想、创新的方法，最后
获得创新的结果。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6月 11
日，在中国工程院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座
谈会上，樊代明院士说这番话时，在场的院士们
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总书记为何特别强调创新？干勇院士认为，
首先，从国家未来发展看，无论可持续发展还是
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主要还是靠创新。例如，在医
学领域，当前我国 97%的药都是仿制药，CT、磁
共振等医疗仪器 90%以上购于国外。从事医学研
究的樊代明认为，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都跟
不上民生需求。

其次，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能力差距

很大。徐惠彬院士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他
说，我国目前最先进的飞机都在使用美国的发
动机，而美国通用公司也不会把核心技术转让
给我们。“不能走仿制的老路，必须自主创新。”

徐惠彬说。
6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了自主创新的

概念。听完今天的讲话，钱旭红院士认为总书记
又把自主创新的概念提高了一大步，“把‘引领’
提到最高位置”，也就是具有引领性的科技创新，
使得国家在世界上取得引领地位。

潘云鹤院士认为，过去我国在高技术方面基
本沿着国外的发展轨迹。现在提出“战略高技术”
这个概念，说明我国工程科技已发展到转型阶
段，只有发展战略高技术，才能在创新中走出新
的道路。

如何实现这种引领性的创新？石碧院士认为
关键还是人的问题。“我国企业缺乏高层次的人
才，而国外高级人才却都聚集在公司里面。”而这
是中国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的主要原
因。
“敢于发表意见，敢于超越老师的思想，敢于

开辟新的领域。”潘云鹤认为这是未来工程科技
创新型人才的标准。钱旭红也强调，当前的人才
培养要鼓励批判性思维。

张锡祥院士认为，要真正建立一个自主创新
型国家，培养上述创新型人才，首先应该改革教
育制度。
“人才培养的摇篮和源头还是在高校。”兰州

大学校长周绪红院士感到，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
的改革更加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他提出，要将

推动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推动人才培养机制改
革。要坚持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来进行
各方面的改革，注意学科交叉，建立三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需要改革，科学家、院士应该承担相应
的工作。张改平院士认为，院士、科研工作者主要
精力在作研究和创新，而不是一直在吸取别人的
知识。“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造中华民族
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上。”

这些技术和知识构成了工程科学技术思想
库的主体。四年前，胡锦涛向两院院士提出积极
发挥决策咨询的重要作用，从那以后工程院咨询
工作迅猛发展。

孙龙德院士、郎景和院士都表示要为国家发
展作好战略咨询，徐惠彬、周绪红认为院士们要
成为战略科学家和思想库的建设者。

2010年，侯立安当选院士后，参加过若干次咨
询工作。他体会到咨询工作要能够充分体现战略
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紧密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开展
好工程科学领域的一些重大关键问题战略性前沿
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紧贴未来
发展攻略，推动行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
“工程院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还可

以利用协同创新联合更多的方面解决问题？”许
庆瑞院士提出可以联合美国等发达国家，借鉴它
们几十年建设思想库的丰富经验。

培养创新人才构建创新主体
———中国工程院院士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报告精神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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