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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在临港新片区开幕 李强出席开幕式

坚定走科技创新共赢多赢之路

本报讯（解放日报记者 谈燕）第二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上午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宣读贺信并讲话。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主席、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
科恩伯格，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徐

延豪分别致辞。李强与罗杰·科恩伯格

共同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海中心揭

牌。

李强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

们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上海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

坚定走科技创新共赢、多赢之路，把开放

的“门”打得更开、把创新的“火”点得更

旺、把包容的生态建得更好，让科技创新

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李强指出，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落地落实，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这既为上海更好面向

全球、服务全国搭建了重大平台，也为

一切创新创业活动在上海蓬勃开展提

供了广阔舞台和空间，更呼唤着更高层

次、更大规模、更具想象的创新实践。

我们要不断强化原始创新，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加大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聚焦

生命健康、资源环境、物质科学等前沿

领域超前谋划、前瞻布局。我们要不断

强化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

科技创新，加强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

的国际交流合作，集聚、配置一流创新

资源和创新要素。我们要不断强化协

同创新，构建更加科学、开放、灵活的政

策体系，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生

态，打通科技创新链各个环节，形成推

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李强强调，我们愿同世界顶尖科学

家深化合作、携手并进，全力打造科技创

新活跃增长极。希望大家多来上海开展

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推动上海全方位、

深层次、宽领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上海

率先“试水”；帮助上海加快集聚一批世

界级科技大师和领军人才，培养一批青

年才俊和科技精英。欢迎海内外有识之

士来上海挥洒激情、施展才华，欢迎创新

创业者、不懈探索者、矢志奋斗者来上海

追逐梦想、成就事业。

开幕式前，李强会见了罗杰·科恩

伯格一行，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各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来沪参加论坛表示

欢迎。他说，科技创新是一座城市发展

活力的不竭源泉。各位世界顶尖科学

家站在人类科技最前沿，对未来科学发

展的思考深、带动强、影响大。希望以

此次论坛举办为契机，进一步促进更深

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国际科技

创新交流与合作。论坛所处的临港地

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所在地，

当前正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

自贸试验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相

信有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同参与，这片

创新创业的热土，必将迸发巨大的创造

活力，诞生具有震撼力的科技成果，演

绎更多生动鲜活、令人瞩目的传奇和故

事。

罗杰·科恩伯格表示，非常高兴地看

到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这座充满

魅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举办。将充分

依托这一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汇聚

各个层面的科创参与者碰撞思想火花、

开展协同创新，推动更多世界顶尖科学

家来沪进行学术交流、深化科研合作、培

养青年科学家，让科技更好推动发展、造

福人类。

上海市领导陈寅主持论坛开幕式，

吴清、翁祖亮、诸葛宇杰出席并参加会

见。出席开幕式的还有41位诺贝尔奖得

主，20位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图灵奖、麦

克阿瑟天才奖、菲尔兹奖获得者，100多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中外青年科学家，高校、科研机构负责

人、科创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600余人。

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主

题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上海

市人民政府主办、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发起，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在沪举行。

论坛期间将举行“莫比乌斯”论坛、“国际

大科学计划”战略对话、青年科学家论坛

以及8大主题峰会。 相关报道见3版

本报讯（记者 陈烁）在昨天举行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WLA）上海中心揭牌。未

来，该中心将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在

中国的核心办事处，包括负责世界顶尖科

学家联络、联席会议、联合办公、接待交

流、前沿发布等职能。

中心将代表WLA做好科学家会员及

重要战略伙伴的日常联系与服务，做好科

学家来访日程安排和接待工作；与各级机

构和部门联系承办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对接各级高校、研究院所、地方政府落地

科学家实验室；对接各级金融、经济部门

发起相关科学家基金；对接各级机构和部

门建设科学社区等。

通过联席会议，WLA将定期邀请协

会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等 15位科学

家会员前往WLA上海中心举行年度委员

会会议，商讨协会年度重点工作，增选科

学家会员，就协会发展进行总结与指导。

同时，针对当前与未来科技趋势进行头脑

风暴，形成有关思路，打造全球顶尖科学

思想创新集聚地、发源地。

中心将为WLA主席团设立专属办公

室，作为每次主席团科学家到访上海市时

办公、生活场所，并设置相应的小型会议

厅、会客室，进行重要伙伴交流与接待。

WLA 上海中心还将是 WLA 对外接

待的重要地点，将部署WLA有关科学元

素，如科学家照片、格言、手印、奖杯、视频

等，以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重要成果

等；不定期在中心举办交流餐会、音乐会、

高端科技沙龙、访谈等，营造浓厚的科学

氛围，成为全球重要的顶尖科学家交流地

标。

另外，不定期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

在WLA上海中心举办新型产业说明会、

顶尖科技发布会、顶尖科学家最新研究

进展、科学学术主题交流会等活动，聚焦

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技术、最先进的

科学发展趋势，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的前

沿阵地。

据悉，该中心制定了一个 10年规划

纲要，其中包括在临港建立世界顶尖科学

家科学社区等内容。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格透露，未来WLA在中国其他地

方也会成立相应的中心。

未来，WLA上海中心将积极与国家

科技部门、地方政府、大型央企、民企等深

度战略合作，共同筹建以世界顶尖科学家

为核心引擎的国际聚能平台，并以中心为

核心策源点，进一步聚焦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国际化综合性

科创平台，助力上海成为全球原创科技诞

生的起源地、世界顶尖科技创新产业的发

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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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海中心昨揭牌

助力上海成为全球原创科技诞生起源地

世界最强大脑昨日齐聚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下

午，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

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翁祖亮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主题教育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对标“四个注重”，聚焦全区

面上找差距、抓落实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强问题整

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

成效。

区委副书记、区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冯伟，区委常委、领导小组

副组长单少军、谈上伟、唐劲松出

席会议。区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汇报了全区主题教育近期

开展情况。区城管执法局党组、自

贸试验区保税区管理局党组、周家

渡街道党工委、张江镇党委作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整改落实是贯穿这

次主题教育始终的一项重要举措。

问题整改要再聚焦，各部门各单位

要对自己检视的问题再审视，紧紧

围绕中央部署的 8个专项整治，围

绕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点任

务，围绕本单位的主责主业，围绕群

众反映强烈的民生保障“最后一百

米”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问题梳理，

使问题整改更加聚焦。

会议强调，整改责任要再压

实。抓整改落实，各部门各单位都

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不折不扣抓好每一个事项的整改，

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效清

单”。要领导带头抓整改、贯通联动

改，确保问题真正整改到位，交出整

改落实的合格答卷。

会议强调，整改成效要再凸

显。必须进一步加大问题整改力

度，更好地凸显主题教育的成效，让

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要把握

好时间节点，加快推动问题整改，集

中解决一批能够解决或取得阶段性

重大进展的问题。要切实提高整改

质量，坚持开门搞整改，虚心听取群

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接

受群众评判，请群众帮助一起提升

整改实效。

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举行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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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第二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10月

29日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

的伟大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

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

学研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进

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

技前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

科技创新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依托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推动中

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希望

与会代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

命运”这个主题，推动基础科学、倡

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为共同

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