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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强大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详见第4版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
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
如下。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科研诚
信建设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
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为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
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现就进一
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科研环境提
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总体要求，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为目标，以推进科研诚信
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
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坚持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
为，着力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营造
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
好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基本原则
——明确责任，协调有序。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

调，明确科研诚信建设各主体职责，加强部门沟通、协
同、联动，形成全社会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合力。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构建符合科研规律、适
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要求的科研诚信体系。坚持问题
导向，重点在实践养成、调查处理等方面实现突破，在提
高诚信意识、优化科研环境等方面取得实效。

——激励创新，宽容失败。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灵感
瞬间性、方式多样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重视科研试
错探索的价值，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
制，形成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科研氛围。

——坚守底线，终身追责。综合采取教育引导、合
同约定、社会监督等多种方式，营造坚守底线、严格自律
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
处受限。坚持零容忍，强化责任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
诚信要求的行为依法依规终身追责。

（三）主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科学规范、激
励有效、惩处有力的科研诚信制度规则健全完备，职责
清晰、协调有序、监管到位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有效运
行，覆盖全面、共享联动、动态管理的科研诚信信息系统
建立完善，广大科研人员的诚信意识显著增强，弘扬科
学精神、恪守诚信规范成为科技界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
动，全社会的诚信基础和创新生态持续巩固发展，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供重要支撑。

二．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
（四）建立健全职责明确、高效协同的科研诚信管理

体系。科技部、中国社科院分别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和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

导。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本地区本系统的科研诚
信建设，充实工作力量，强化工作保障。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要加强科技计划的科研诚
信管理，建立健全以诚信为基础的科技计划监管机制，将科研诚信要求融入科技计划
管理全过程。教育、卫生健康、新闻出版等部门要明确要求教育、医疗、学术期刊出版
等单位完善内控制度，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要强
化对院士的科研诚信要求和监督管理，加强院士推荐（提名）的诚信审核。

（五）从事科研活动及参与科技管理服务的各类机构要切实履行科研诚信建设的
主体责任。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
任主体，要对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作出具体安排，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通
过单位章程、员工行为规范、岗位说明书等内部规章制度及聘用合同，对本单位员工
遵守科研诚信要求及责任追究作出明确规定或约定。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要通过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对学术委员会科研
诚信工作任务、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工作经费、办事机构、专职人员等方面提
供必要保障。学术委员会要认真履行科研诚信建设职责，切实发挥审议、评定、受理、
调查、监督、咨询等作用，对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学术委
员会要组织开展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重要学术论
文等科研成果进行全覆盖核查，核查工作应以3－5年为周期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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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30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27至 3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率纪委监委、组织
部、农牧业厅、扶贫办等部门负责同志，
深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
旗、翁牛特旗、敖汉旗督导和抽查三大
攻坚战推进情况，持续释放背水一战的
信号、传导集中攻坚的压力。

驻村工作队是脱贫攻坚生力军，他
们工作态度力度精度怎么样，李纪恒极
为重视。他不打招呼、随机点名、直奔现
场，抽查了新地村、八方村、马架子村、老
牛槽沟村的驻村工作队。李纪恒走进工
作队厨房、宿舍、办公室，揭开饭锅、水
缸、米袋，查看床铺、脸盆、牙具，从生活
细节仔细检查队员是否真正住村。他随
时调阅扶贫档案，当场询问扶贫细节，考
察队员是否对工作“一口清”。他随机走
访慰问贫困户，当面印证驻村工作情况虚
实，深入了解帮扶措施和效果。抽查中，
李纪恒对踏实住村、扎实扶贫的干部提出
表扬，发现不住村、假住村现象提出严厉批
评，要求立即整改。他强调，驻村干部必须
住村，人要选好、人不能少，住村时间要保
证、扶贫成效要保证，真正把扶贫当家事，
精耕细作、深耕实做，决不允许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决不允许混日子、不作为。

培育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根本出
路。李纪恒紧锣密鼓考察了多个扶贫
农牧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产业园及
基地。 ■下转第2版

李纪恒在赤峰市督导和抽查工作时强调

坚决有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 5月 30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5月 30日上午，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赤峰市松山区大
庙子镇小庙子村，亲切看望小庙子小学
少年儿童，同孩子们共庆节日，向全区各
族少年儿童致以美好祝福。

节日的校园，到处洋溢着欢歌笑
语。争做新时代松山好少年庆“六一”少
先队日活动正在举行，李纪恒高兴地走
进孩子们中间，一名少先队员为他系上
鲜艳的红领巾，李纪恒祝福小朋友们节
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操场上，
孩子们正在进行武术操、腰鼓表演，兴致
勃勃参加“爬草地”“强渡大渡河”等主题
体验活动，李纪恒微笑驻足观看，为孩子
们鼓掌加油。李纪恒走进博艺楼多功能
教室，与孩子们一起歌唱《让我们荡起双
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图书阅
览室里，孩子们正在绘声绘色开展“红
领巾小书虫”故事分享会，李纪恒听了
频频点头称赞，并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
物。听到有小朋友分享习近平总书记

“精忠报国”等故事，李纪恒深情地对
小朋友们说，少年强则国强，你们今天
是天真烂漫的红领巾，明天就是伟大祖
国的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
常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希望小朋
友们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
小学习创造， ■下转第2版

李纪恒与小朋友们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深情寄语全区各族少年儿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本报5月30日讯 （记者 戴宏）5
月3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在内蒙古美术馆新馆参观了
鄂温克族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成立60周年文化艺术展。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莉霞，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参观展览。自
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同参观展览。

布小林等自治区领导参观了书法、
绘画、摄影以及雕塑等展品，详细了解
60年来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在党的民
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与其他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程。
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文化

艺术展的主题为“多彩鄂温克 圆梦新
时代”，共展出200余件作品，用艺术的
视角展示了鄂温克悠久的历史、厚重的
文化、多彩的民俗和壮美的风光，记录
了这片土地发生的历史性跨越。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文化
艺术展的主题为“魅力达斡尔 亮丽风
景线”，展出了达斡尔族20余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来自全国各地达斡尔族书
画家、摄影家的作品，展示了莫力达瓦
60年的沧桑巨变。

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
文化艺术展在呼和浩特展出

布小林等参观

5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深入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老牛槽沟村，仔细查阅扶贫档案，了解脱
贫攻坚情况。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
侯丽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30日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举行会谈，一致强调要推动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和本扬总书记同
志过去几年经常见面，2017年还实现
了年内互访，所达成的诸多共识正在
得到积极有效落实，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2013年我首次提出
中老是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
体，得到了老方的高度赞同。我同本
扬总书记同志就中老共同构建具有战
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并写入两国联合声明，在两党两国和
两国人民当中得到广泛认同，展现出
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引领作用，推
动中老关系步入历史最好时期。

习近平强调，随着中老关系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应在巩固命运共
同体共识基础上，聚焦命运共同体建
设，推动其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
转变为现实，让中老命运共同体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一要加强战略沟通，
巩固命运共同体政治基础。中老双方
应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机制性对话交
流，不断提升互信水平。二要深化务实
合作，拉紧命运共同体利益纽带。双方
应着力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项目
合作，加强民生和扶贫合作，上下联动，
形成中老合作新格局。三要加强安全
合作，筑牢命运共同体安全防线。双方
应加强在联合国、东亚合作、澜湄合作
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有效维护两
国共同利益。四要活跃人文交流，夯实
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通过民间往来
和人文交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
扎根到民间、深植在基层。五要重视

生态保护，推动命运共同体持续发
展。双方应就生态和环保加强交流互
鉴，探索打造绿色共同体的新路。

本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是
老挝党、政府和人民信赖的亲密朋
友。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去年访问老挝
期间同我达成的各项共识，正在得到
积极全面地落实，引领老中两党两国
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我完全赞同习
近平总书记同志对推动老中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指导意见，愿进一步发挥两
党关系对老中关系的政治引领作用，
保持两党高层定期会晤，加强党的建
设、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政府各领域
务实合作，加快推进老中“一带一路”
框架下大项目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建设好老
中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
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

双方还相互通报了各自党的建设

和国内发展情况。习近平对老挝党十
大以来，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新成就
表示祝贺，并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成就和经验，强调中方将以更加积极
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为亚洲和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本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取得新成就，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老方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无
私支持和帮助。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
了有关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丁薛祥、杨洁篪、陈希、赵克志、何
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5月 30日上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赤峰市松山区大庙子镇小
庙子村，亲切看望小庙子小学少年儿童，同孩子们共庆节日。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