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美将于6日重启针对伊朗的非能源
领域制裁。伊朗方面则于5日宣布在波斯湾开展军事演习。伊朗
总统鲁哈尼此前暗示，如果原油出口被封杀，可能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在海湾发生对峙的可能性不大。面
对制裁，伊朗可能将采取措施改善经济状况，应对艰难局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日在乘飞机从亚洲回国途中告诉媒
体，美将于6日重启对伊制裁，直到伊朗政府对其行为作出“重大
改变”。 根据相关计划，美方将于6日对伊朗重启金融、汽车、金
属、矿产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的制裁，并于11月4日重启针对伊
朗能源业和石油交易、央行交易等的制裁，在年底前将各国对
伊朗石油购买量降为零。

对美国即将重启制裁，不少欧洲国家感到担忧。美国媒体
援引欧洲外交人员的话说，美方的动作恐将加剧地区不稳定。

伊朗官方媒体5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
证实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波斯湾进行了军事演习。

按照这名发言人的说法， 此次军演是革命卫队例行军演，
旨在确保国际海上航线安全。不过他没有透露演习的具体时间
和规模等更多详细信息。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曾暗示，如果伊
朗原油出口被封杀，伊朗有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中国社科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认为， 尽管伊朗在美国重启
制裁前夕举行军演，但海湾出现美伊对峙的紧张局势可能性不
大。她说：“伊朗国内主流民意不支持激化外部矛盾，国内舆论对
近期的军演宣传保持低调。”

陆瑾认为，当前，伊朗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不仅需要政府提
出好的应对之策，也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为改善经济
状况，伊朗政府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以期充分利用本国资源，
调动社会私人资本参与生产，实现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包括伊方在
内的各方加强沟通协作， 尽一切努力使伊核协议继续生效，共
同维护好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今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
重启对伊制裁。目前，伊朗仍留在伊核协议中。但伊朗官方表示，
若伊朗方面在协议中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将退出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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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周倜） 第
十八届亚运会将于8月18日在印尼雅加达
开幕。 征战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
团今天在京正式成立。 845名中国健儿将
参加雅加达亚运会38个大项、 376个小项
的比赛， 我省24名运动员顺利入选。

据悉， 第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总人数为1273人， 其中团部人员35
人， 运动员845人， 运动队工作人员393
人。

845名运动员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
有来自15个少数民族59名少数民族运动
员。 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4岁， 其中年
龄最大的是桥牌运动员朱爱萍 （61岁），

年龄最小的是游泳运动员王一淳 （13
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运动员中有631人
未参加过综合性国际大赛 ， 新人占
74.6%， 不失为一大亮点。

我省将有包括黄瑰芬、 周倩、 周玉、
张亮等共计24名“老将新兵” 入选运动
员代表团， 他们将参加12个大项、 26个
小项的比赛。

此外， 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共有233
人， 其中包括共有来自美国、 法国、 德
国等15个国家的38名外籍教练， 涉及田
径、 水球等22个项目。 其中有三名湘籍
教练入选， 分别是龚大立（水球）、 贺向
阳（羽毛球）、 赵文进（跳水）。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周倜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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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中国科技创新世界地位要有“定力”
� � � �不久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进入“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20名。但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
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消息也见诸报端。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及在世界的地位———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24名湖南运动员为国出征

下期奖池：623937971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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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1 8 9 3
排列 5 18211 8 9 3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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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1 06 22 26 28 31 01+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10000000 20000000

60000006000000

� � � � � 8月6日， 在大连集训备战雅加达亚运会的中国女足国家队举行公开训练。 图
为中国女足队员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美国重拾制裁“大棒”
伊朗如何应对时艰

全球热点

� � � �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
跑、 并跑和领跑并存” 的时代， 进步和落
后同在， 成就与短板并存。 对于中国科技
创新能力， 人们既不可妄自尊大， 也不能
妄自菲薄， 保持“定力” 十分重要。

成就毋庸置疑

纵向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成绩斐然：整体实
力持续提升， 一些突出领域开始进入并跑
甚至领跑阶段。

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 上海光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投入使用， 为世界级科研奠定了
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
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超级
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一些大
成果、大工程让人耳熟能详；即时通信、移动
支付、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方面，中国科技
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世界瞩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的统计显
示，中国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科
研论文发表量也处世界前列， 说明科技产
出确实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得益
于“精心规划、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他建议“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再接再
厉，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差距客观存在

与此同时， 目前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一些关键领域
创新能力短板明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曾归纳过：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高端科技产出比例偏低，产
业核心技术、 源头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
有根本性改变。

比如，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制造
产业，中国当前是“低档过剩、高档进口”；
国产工业机器人同样只集中在中低端竞
争； 高端医疗器械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垄
断。 核心技术欠缺限制了这些领域向更高
水平进阶。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魂”，离自
主可控还有很大差距。 芯片产业仍处价值链
低端，设计技术和经验不足、制造工艺水平不
高； 桌面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几乎都被美
国企业垄断，信息安全“命门”受制于人。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从零起步” 的阶

段，比如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发动机
制造、新材料产业等。

这些短板的存在各有具体原因，有的领
域是底子差、起步晚，有的是人才储备薄弱，
有的是错过机遇期等；也有共性原因，如基
础研究力度不够，无法为技术突破提供关键
支撑。对于这些原因应该科学分析、精准施
策，而不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自乱阵脚。

脚踏实地追赶

追赶世界前沿是中国科技很长一段时
期的目标。多位专家表示，这种追赶应建立
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既要有优
先次序，又要有长期谋略。

首先，要对正在发展的项目保持耐心。
以航空发动机为例， 曾在英国罗罗公司工
作20年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王光秋说：“航空
发动机研制不仅靠设计， 而且靠试验和服
役的积累，迭代改进，才能不断提高性能和
可靠性。”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我
们）不可能二三十年就走完”。

其次， 要重视基础科研。“今天的关键
核心技术诞生于昨天的基础研究， 而今天
的基础研究又在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创造明
天的关键核心技术。”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认为， 对于已知的

技术差距固然应该努力弥补， 但更要着眼
长期发展， 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才是更
重要的应对之策。

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用好人才
和市场。比如在芯片领域，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微电子研究中心主任骆建军说，有经验、
有领导力的芯片工程师“在全世界都是宝
贝，在中国更为稀缺”，他们属于“高级工
匠”，功绩不一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这就
需要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 充分发挥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材料学专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海
文认为，要解决一些关键材料创新难题，就
必须调动市场活力， 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
竞争机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把技
术进步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 要在一些特定领域抓住历史机
遇。比如，谷歌的安卓系统正是抓住了智能
手机的发展机遇， 占领移动终端市场，并

“反攻”桌面终端市场挑战微软视窗系统。
同时应该看到， 坚持开放是中国科技

进步的宝贵经验， 航空航天、 高铁等领
域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此。 专家普遍认
为， 扩大国际合作、 用好国际资源， 结
合国内市场和人才等优势， 中国成为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可期。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 � � �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
跑、 并跑和领跑并存” 的时代， 进步和落
后同在， 成就与短板并存。 对于中国科技
创新能力， 人们既不可妄自尊大， 也不能
妄自菲薄， 保持“定力” 十分重要。

成就毋庸置疑

纵向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成绩斐然：整体实
力持续提升， 一些突出领域开始进入并跑
甚至领跑阶段。

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 上海光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投入使用， 为世界级科研奠定了
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
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超级
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一些大
成果、大工程让人耳熟能详；即时通信、移动
支付、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方面，中国科技
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世界瞩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的统计显
示，中国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科
研论文发表量也处世界前列， 说明科技产
出确实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得益
于“精心规划、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他建议“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再接再
厉，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差距客观存在

与此同时， 目前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一些关键领域
创新能力短板明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曾归纳过：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高端科技产出比例偏低，产
业核心技术、 源头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
有根本性改变。

比如，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制造
产业，中国当前是“低档过剩、高档进口”；
国产工业机器人同样只集中在中低端竞
争； 高端医疗器械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垄
断。 核心技术欠缺限制了这些领域向更高
水平进阶。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魂”，离自
主可控还有很大差距。 芯片产业仍处价值链
低端，设计技术和经验不足、制造工艺水平不
高； 桌面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几乎都被美
国企业垄断，信息安全“命门”受制于人。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从零起步” 的阶

段，比如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发动机
制造、新材料产业等。

这些短板的存在各有具体原因，有的领
域是底子差、起步晚，有的是人才储备薄弱，
有的是错过机遇期等；也有共性原因，如基
础研究力度不够，无法为技术突破提供关键
支撑。对于这些原因应该科学分析、精准施
策，而不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自乱阵脚。

脚踏实地追赶

追赶世界前沿是中国科技很长一段时
期的目标。多位专家表示，这种追赶应建立
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既要有优
先次序，又要有长期谋略。

首先，要对正在发展的项目保持耐心。
以航空发动机为例， 曾在英国罗罗公司工
作20年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王光秋说：“航空
发动机研制不仅靠设计， 而且靠试验和服
役的积累，迭代改进，才能不断提高性能和
可靠性。”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我
们）不可能二三十年就走完”。

其次， 要重视基础科研。“今天的关键
核心技术诞生于昨天的基础研究， 而今天
的基础研究又在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创造明
天的关键核心技术。”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认为， 对于已知的

技术差距固然应该努力弥补， 但更要着眼
长期发展， 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才是更
重要的应对之策。

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用好人才
和市场。比如在芯片领域，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微电子研究中心主任骆建军说，有经验、
有领导力的芯片工程师“在全世界都是宝
贝，在中国更为稀缺”，他们属于“高级工
匠”，功绩不一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这就
需要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 充分发挥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材料学专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海
文认为，要解决一些关键材料创新难题，就
必须调动市场活力， 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
竞争机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把技
术进步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 要在一些特定领域抓住历史机
遇。比如，谷歌的安卓系统正是抓住了智能
手机的发展机遇， 占领移动终端市场，并

“反攻”桌面终端市场挑战微软视窗系统。
同时应该看到， 坚持开放是中国科技

进步的宝贵经验， 航空航天、 高铁等领
域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此。 专家普遍认
为， 扩大国际合作、 用好国际资源， 结
合国内市场和人才等优势， 中国成为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可期。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 � � �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
跑、 并跑和领跑并存” 的时代， 进步和落
后同在， 成就与短板并存。 对于中国科技
创新能力， 人们既不可妄自尊大， 也不能
妄自菲薄， 保持“定力” 十分重要。

成就毋庸置疑

纵向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成绩斐然：整体实
力持续提升， 一些突出领域开始进入并跑
甚至领跑阶段。

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 上海光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投入使用， 为世界级科研奠定了
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
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超级
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一些大
成果、大工程让人耳熟能详；即时通信、移动
支付、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方面，中国科技
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世界瞩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的统计显
示，中国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科
研论文发表量也处世界前列， 说明科技产
出确实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得益
于“精心规划、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他建议“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再接再
厉，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差距客观存在

与此同时， 目前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一些关键领域
创新能力短板明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曾归纳过：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高端科技产出比例偏低，产
业核心技术、 源头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
有根本性改变。

比如，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制造
产业，中国当前是“低档过剩、高档进口”；
国产工业机器人同样只集中在中低端竞
争； 高端医疗器械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垄
断。 核心技术欠缺限制了这些领域向更高
水平进阶。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魂”，离自
主可控还有很大差距。 芯片产业仍处价值链
低端，设计技术和经验不足、制造工艺水平不
高； 桌面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几乎都被美
国企业垄断，信息安全“命门”受制于人。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从零起步” 的阶

段，比如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发动机
制造、新材料产业等。

这些短板的存在各有具体原因，有的领
域是底子差、起步晚，有的是人才储备薄弱，
有的是错过机遇期等；也有共性原因，如基
础研究力度不够，无法为技术突破提供关键
支撑。对于这些原因应该科学分析、精准施
策，而不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自乱阵脚。

脚踏实地追赶

追赶世界前沿是中国科技很长一段时
期的目标。多位专家表示，这种追赶应建立
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既要有优
先次序，又要有长期谋略。

首先，要对正在发展的项目保持耐心。
以航空发动机为例， 曾在英国罗罗公司工
作20年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王光秋说：“航空
发动机研制不仅靠设计， 而且靠试验和服
役的积累，迭代改进，才能不断提高性能和
可靠性。”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我
们）不可能二三十年就走完”。

其次， 要重视基础科研。“今天的关键
核心技术诞生于昨天的基础研究， 而今天
的基础研究又在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创造明
天的关键核心技术。”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认为， 对于已知的

技术差距固然应该努力弥补， 但更要着眼
长期发展， 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才是更
重要的应对之策。

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用好人才
和市场。比如在芯片领域，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微电子研究中心主任骆建军说，有经验、
有领导力的芯片工程师“在全世界都是宝
贝，在中国更为稀缺”，他们属于“高级工
匠”，功绩不一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这就
需要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 充分发挥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材料学专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海
文认为，要解决一些关键材料创新难题，就
必须调动市场活力， 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
竞争机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把技
术进步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 要在一些特定领域抓住历史机
遇。比如，谷歌的安卓系统正是抓住了智能
手机的发展机遇， 占领移动终端市场，并

“反攻”桌面终端市场挑战微软视窗系统。
同时应该看到， 坚持开放是中国科技

进步的宝贵经验， 航空航天、 高铁等领
域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此。 专家普遍认
为， 扩大国际合作、 用好国际资源， 结
合国内市场和人才等优势， 中国成为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可期。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 � � �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
跑、 并跑和领跑并存” 的时代， 进步和落
后同在， 成就与短板并存。 对于中国科技
创新能力， 人们既不可妄自尊大， 也不能
妄自菲薄， 保持“定力” 十分重要。

成就毋庸置疑

纵向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成绩斐然：整体实
力持续提升， 一些突出领域开始进入并跑
甚至领跑阶段。

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 上海光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投入使用， 为世界级科研奠定了
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
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超级
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一些大
成果、大工程让人耳熟能详；即时通信、移动
支付、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方面，中国科技
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世界瞩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的统计显
示，中国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科
研论文发表量也处世界前列， 说明科技产
出确实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得益
于“精心规划、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他建议“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再接再
厉，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差距客观存在

与此同时， 目前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一些关键领域
创新能力短板明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曾归纳过：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高端科技产出比例偏低，产
业核心技术、 源头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
有根本性改变。

比如，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制造
产业，中国当前是“低档过剩、高档进口”；
国产工业机器人同样只集中在中低端竞
争； 高端医疗器械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垄
断。 核心技术欠缺限制了这些领域向更高
水平进阶。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魂”，离自
主可控还有很大差距。 芯片产业仍处价值链
低端，设计技术和经验不足、制造工艺水平不
高； 桌面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几乎都被美
国企业垄断，信息安全“命门”受制于人。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从零起步” 的阶

段，比如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发动机
制造、新材料产业等。

这些短板的存在各有具体原因，有的领
域是底子差、起步晚，有的是人才储备薄弱，
有的是错过机遇期等；也有共性原因，如基
础研究力度不够，无法为技术突破提供关键
支撑。对于这些原因应该科学分析、精准施
策，而不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自乱阵脚。

脚踏实地追赶

追赶世界前沿是中国科技很长一段时
期的目标。多位专家表示，这种追赶应建立
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既要有优
先次序，又要有长期谋略。

首先，要对正在发展的项目保持耐心。
以航空发动机为例， 曾在英国罗罗公司工
作20年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王光秋说：“航空
发动机研制不仅靠设计， 而且靠试验和服
役的积累，迭代改进，才能不断提高性能和
可靠性。”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我
们）不可能二三十年就走完”。

其次， 要重视基础科研。“今天的关键
核心技术诞生于昨天的基础研究， 而今天
的基础研究又在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创造明
天的关键核心技术。”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认为， 对于已知的

技术差距固然应该努力弥补， 但更要着眼
长期发展， 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才是更
重要的应对之策。

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用好人才
和市场。比如在芯片领域，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微电子研究中心主任骆建军说，有经验、
有领导力的芯片工程师“在全世界都是宝
贝，在中国更为稀缺”，他们属于“高级工
匠”，功绩不一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这就
需要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 充分发挥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材料学专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海
文认为，要解决一些关键材料创新难题，就
必须调动市场活力， 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
竞争机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把技
术进步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 要在一些特定领域抓住历史机
遇。比如，谷歌的安卓系统正是抓住了智能
手机的发展机遇， 占领移动终端市场，并

“反攻”桌面终端市场挑战微软视窗系统。
同时应该看到， 坚持开放是中国科技

进步的宝贵经验， 航空航天、 高铁等领
域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此。 专家普遍认
为， 扩大国际合作、 用好国际资源， 结
合国内市场和人才等优势， 中国成为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可期。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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