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5月28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国有
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

据邱小平介绍，此次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点：
一是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要综合考虑国家工资收入

分配宏观政策要求、企业发展战略和薪酬策略、生产经营目
标和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职工工资
水平等一揽子因素。同时，明确了企业经济效益增则工资增、
企业经济效益降则工资降的挂钩联动原则。

二是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全面
实行预算管理，根据企业功能性质定位、行业特点并结合法
人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对其工资总额预算方案分别实行备案
制或核准制。

三是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在坚持落实国有企业
内部薪酬分配法定权利的基础上，对完善企业内部工资总额
管理制度、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规范企业工资列支
渠道提出了原则要求。

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对加强和改进政府对
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调控、落实履行出资人职责机
构监管职责、健全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监督检查制度和问
责机制做出明确规定。

邱小平认为，此次改革突出了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市场
化方向。在工资总额确定办法上，改变了过去国有企业工资
总额增长同经济效益单一指标挂钩的办法，要求统筹考虑一
揽子因素，合理确定工资总额。

� � � �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陈
放 记者 王亮 ）5月27日，“战湘江”
2018“新湖南”杯湖南省跆拳道大奖
赛长沙分区赛和娄底分赛区分别落
幕， 长沙分赛区有69支队伍、1384名
运动员参加， 参赛队伍与运动员总数
均为大奖赛分区赛的历史新高。

长沙市已蝉联了三年省总决赛总冠
军。 本次长沙分区赛在湖南中医药大学
（东塘校区）体育馆举行，团体总分前三名
为湖南高手会一队、 礼教以及凯旋一队。
娄底分区赛在冷水江市体育馆进行，有11
支代表队、284名运动员参赛，团体总分前
三名被中兴、传承和文飞队摘得。

省跆拳道大奖赛
长沙赛区参赛人数创新高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5月28日，由
中国共产党举办、 各国共产党参加的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在深圳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专题研讨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
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的召开表
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领
导人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创始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创造。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
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
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
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锲而不舍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

成了系列理论创新成果， 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彰显了科学社
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生机活力。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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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奋
斗。我们愿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政
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加强对话、深化交流、开
展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预祝研讨
会圆满成功。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
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 是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框架
下， 首次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
共产党及左翼政党专题研讨会。 本次研
讨会的主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
界社会主义未来”，共有来自50个国家75
个共产党的100余位领导人和代表参会。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在深圳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外交部28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主持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相关情况。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
江汀介绍青岛市峰会筹备工作有关情况，并同外交部部长助
理张汉晖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王毅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
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
持会议并举行相关活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和
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

王毅表示， 青岛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
会，也是中国今年第二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届时，习近平主席将
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7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领导人， 以及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一道，共商合作大计。习近平主席将
为各方来宾举行欢迎宴会，共同观看灯光焰火艺术表演，并将先
后主持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 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和前景、
新形势下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同大家深入交换
意见，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青岛宣言，批准10余
份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文件。结合青岛峰会，习近平主席
还将邀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伊朗总统对华
进行访问，并同其他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6月9日至10日举行

习近平将主持会议
并举行相关活动

� � � �NBA东部决赛“抢七”大战，詹皇率
领骑士以87比79击败凯尔特人，打开了
去往总决赛的门。

凯尔特人已连续两年在东区决赛
输给詹姆斯了，四年来他们三次被詹姆
斯淘汰出局，本赛季他们还是没能迈过
这道坎。 当年轻的绿衫军在主场消散，
詹姆斯依旧屹立在球场中央，以“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态。

这一场“抢七”，是詹皇本赛季打的第
100场比赛。打满48分钟的他砍下了35分，
这是他生涯第108次在季后赛单场砍下
30+的得分，距离乔丹保持的109场的纪录
只差1场； 他成为历史上第6个连续第8次
打进总决赛的球员，个人职业生涯中他闯
进总决赛的次数已达到9次……这样的统
治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钢铁般的王者，每场比赛都像抱着
炸药包的战士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鏖战
到最后一刻似乎也还有子弹———不然
你看这场比赛，最后一分钟他硬生生地
背着挂在他身上的莫里斯，打出了破灭
绿军最后希望的2＋1。

纵观比赛，他有着使不完的“招数”，
背身单打后的翻身后仰，遭遇危机包夹之
后的突破分球，他连着投，出手就有。如此
詹姆斯，你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你只
知道他在极限中越来越精准，能感受到他
骨子里最朴实的韧劲———“拼命干”，并不
住地感叹他的霸气———“我能行”。

詹皇舍不得休息，他几乎每场都要

做“打满”的那个人。“成也詹皇、败也詹
皇”的“骑士病”容不得他喘息，因为强
者天生对胜利有强烈渴求，并以此上升
为对自己的苛求； 詹皇绝不会放松，33
岁的他老当益壮，可他眼前这些年轻的
“凯尔特人”青春正好、意气风发，逼得
他必须冲得更猛烈一些。

詹姆斯是强大还是伟大 ？ 没有答
案。你只需要知道，不服输、不言弃、不
放松的他有能力带来更好的比赛 。可
以，这很詹皇，这很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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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5653787525.57（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41 2 7 9
排列 5 18141 2 7 9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61 04 10 12 28 31 08+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2

8898996 44494980

106787945339397

周倜

� � � �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罗克文）5月26日，“勇者荣耀花
式蹦极”挑战赛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展
开，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等多国
的蹦极高手将在此挑战世界最高商业
蹦极台。

开展本次花式蹦极挑战赛的蹦极
平台， 位于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上，平
台距离谷底垂直高度达到260米， 参与
挑战赛的6名选手， 年龄最小的仅有19
岁，最大的为44岁。

据介绍，该蹦极平台已超过目前吉尼
斯世界纪录澳门塔蹦极233米的高度，成
为世界上垂直落差最大的商业蹦极，预计
将在暑期前正式面向游客开放。

张家界：

蹦极高手挑战极限蹦极

场外任意球

� � � �图为骑士队球员詹姆斯（左）与
JR·史密斯庆祝得分。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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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刘绍南， 别名
刘自棠 ，1903年出
生于湖北省沔阳县
戴家场土地沟（现
属湖北洪湖市）一
个封建地主家庭。
1924年考入武汉中
华大学 ，1925年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26年春受党组织
派遣， 刘绍南回家乡发动和领导工农革
命运动，先后任中共沔阳县委委员、沔南
区区委书记、沔阳临时县委书记、中共湘
鄂西党委书记兼武装总指挥等职。

1927年9月10日，遵照中共湖北省委和
鄂中特委的指示，刘绍南等率领共产党员和
农民群众共300余人， 在戴家场发动了声势
浩大的“中秋”武装暴动，消灭地方民团，恢复
农会组织，建立游击队。随后，刘绍南担任中
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

1928年7月10日， 由于叛徒告密，刘
绍南等在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时被敌人重
重包围。激战中，刘绍南伤重被捕。

被捕后， 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收买，刘
绍南不为所动，坚决斗争。刑场上，刘绍南
高唱起自己在狱中写下的《壮烈歌》：铡
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
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
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眼睛哪肯
把敌瞥！宁死不屈，烈！烈！烈！

1928年7月23日， 刘绍南慷慨就义，
年仅25岁。 （据新华社武汉5月28日电）

刘绍南：宁死不屈真烈士

刘绍南像

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

� � �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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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战略全局，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技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与成就，准确
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我国
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对实现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作出了重点部署、提
出了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讲话对于鼓舞广
大科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排头
兵，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为实现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跻身世界前
列， 超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

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
键一步……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密集
发力、加速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
局性重大变化，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 领跑阶段，
科技实力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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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科技界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之所以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关键就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察大
势，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力，坚持党
对科技事业的领导，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
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奋斗目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
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
突破；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创新驱动实质
是人才驱动，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
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 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坚
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使我国成为全球
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在视
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等
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现在，我们
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
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
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形势逼人，挑战逼人，

使命逼人。 广大科技工作者唯有把握大
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才能
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
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心和创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
士大会上提出的殷切希望，为我们在前沿
领域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在更高层次、更
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指明了
方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我们就
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不断增强科
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奋斗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载5月
29日 《人民日报》）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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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
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 � � � 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
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科技工
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参加大会的两院
院士和科技工作者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肩负
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勇做新时代科技创
新的排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必须具有
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这些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
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实现了
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坚持党对
科技事业的领导。”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
示，通过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
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 深化对创新发
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
认识，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我国科
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必须坚
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工程
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说。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表示：
“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进程中，科技创新将承担前所未有、光荣
艰巨的历史使命。”

现在， 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
历史性交汇期， 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
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院士们表示， 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

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不强， 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
乏，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
环境有待优化……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怀进鹏院士说，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
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
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得有标志性科
技成就。

“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
功夫。”北斗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
院士说，我们要集合精锐力量，做出战略
性安排，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
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 创造更
多竞争优势。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抓住大趋

势，甘坐冷板凳，勇做栽树人。”中科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郭华东院士说。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

院士说， 我们工程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
匠精神，又要有团结精神，要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 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

“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
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改变
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
价标准的做法， 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
家的手脚捆死了， 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
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 大会上，
总书记的话语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些话讲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中
国科学院院士李林说， 科技体制改革就

要砍掉有碍创新的繁文缛节， 让激励政
策更活更有“利”。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面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热烈欢迎。

一些院士反映， 与创新强国的目标相
比，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显不足，特别是
科技领军人才匮乏。 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
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

“主要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
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抵消的问题
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王志刚表示，
我们首先要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 干什
么、谁来干、怎样干的问题要先回答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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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
实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
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
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科学院
院士孙家栋表示，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
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
业中凝聚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
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改革突出市场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