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8 日，
“上海号”中欧班列首次从上
海开行，
预计两周后抵达德国汉堡。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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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郑（州）济（南）
高铁山东段中铁上海局标段首架方向箱梁架
设完成。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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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 入 实 施 新 时 代 人 才 强 国 战 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

王沪宁讲话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

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

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

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
●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

心和创新高地

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

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

●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

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

●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

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

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

●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允许

容人才
●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

失败、宽容失败，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

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同时要建立健全责

●要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

任制和军令状制度，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

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

●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

制，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

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

●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

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

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

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

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

责任

●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

●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

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
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 9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
坚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为 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
正出席会议。王沪宁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
才、成就人才，
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
民事业建功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作出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
略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
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人才工作的
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
人才效能持
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
我国已经拥有
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
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实现我们的奋
斗目标，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国力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
民族振
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更加重视人
才自主培养，
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
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

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
9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一是坚持党对
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二是坚持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
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
五
是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六是坚持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的环境，
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以
上 8 条，
是我们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
识的深化，
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
做好顶层
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
科技创新
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
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
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
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 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
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
对
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
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
有一批开拓者；到 2035 年，形成我国在诸多
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
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
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
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
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
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
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
为人
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
支点和雁阵格局。
习近平强调，
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
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

极作用。用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增强服
务意识和保障能力，
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
部监督机制，
确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
用得好。
用人单位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用不好授
权、
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
要积极为人才松绑，
完善人才管理制度，
做到人才为本、
信任人才、
尊重人才、
善待人才、
包容人才。
要赋予科学家
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
资源调度权，
同时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
制度，
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要深化科研经
费管理改革，优化整合人才计划，
让人才静心
做学问、搞研究，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完善
人才评价体系，
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
贡
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形成并实施有利于
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
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
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
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
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
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
有意识地发现和
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
型人才，
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习近平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
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
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
家队作用，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
织产学研协同攻关。要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
制和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对领军人才实行人
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的
特殊政策。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
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
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
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
当主角。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努力建设一
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
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
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

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习近平指出，
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
进、用好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
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
完
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
完全
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
的自信。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高校特别
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
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建
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
培养高水平复合型
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
长期稳
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
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要培养造就大
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
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要用好用活各类
人才，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
要有特殊政
策，
不要求全责备，
不要论资排辈，
不要都用一
把尺子衡量，
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
之地。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
允许失败、宽容失败，
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
出征。要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
建充分体现知识、
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
分配机制，
让事业激励人才，
让人才成就事业。
习近平强调，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
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
主动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广大人才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
国解难、为国尽责。要优化人才表彰奖励制
度，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
在全社会推动形
成尊重人才的风尚。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完善党
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
职能部门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
工作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实际、突出重
点，
解决人才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要加大人
才发展投入，
提高人才投入效益。各级党委宣
传部门，各级政府教育、科技、工信、安全、人

社、文旅、国资、金融、外事等部门，要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
共同抓好人才工作各项任务落实。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深入分析了人才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
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
举措，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
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要认真学习贯彻，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做好人才工作的强大动
力，转化为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
措，转化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生动实践，
不断
开创党的人才工作新局面。
王沪宁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
刻，
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指导
性、针对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推动党
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
效。
要抓好会议精神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教育部、中
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
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
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
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中央军委
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
中管金融企业、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高
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日上午举行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总书记说到过这样一些英雄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9 月 30 日是国家设立的烈

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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