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科技三会”讲话精神

浅谈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履职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每4年召开一届

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

 两院院士大会，每两年召开一届

是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团体的盛
会，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学术交流平台，是极为重要
的国家科技思想库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审议政策草案并进行领导换届选举



 1978年， “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扫清

了十年动乱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障碍，为中国制

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

 任务相似：

加速完善配套政策，释放科技创新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从战略高度把科技创新摆
在更加重要位置，明确了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
方位、奋斗目标，对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
出系统部署。
讲话是指引我国科技事业
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吹响
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
代号角。



会议主题

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

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

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



目标与使命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
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
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
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
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大家责任
重大、使命重大，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
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科技创新是强国富民的关键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
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
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
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
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营造让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土壤

要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

求证”“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

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

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使蕴藏在亿万

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

充分涌流”。



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已经开启

要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中国这艘

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五点要求

一是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
界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准确判断
科技突破方向。判断准了就能抓住先机。科
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及时确
立发展战略，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
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
领域实现跨越发展。



二是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
题。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党中央已经确定了
我国科技面向2030年的长远战略，决定实施
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要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
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成为世界
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
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
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
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三是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
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
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
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大幅增加公共科
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
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



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

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我们最大的优

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形成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要以推动

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

要制定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各项政策，加强对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要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

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要尊重

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

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五是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我国

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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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

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

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

能人才。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

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

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

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

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

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最后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两院

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我国科技界追求真

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

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神经所 “一三五”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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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所科技布局与组织结构



神经所人员状况
现有职工280人，在站博士后27人，学生2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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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科学基地建设

2014年1月，作为全院首批成立的5个卓越中心之一，

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上海挂牌成立，上海生科院神

经所为依托单位。2015年更名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

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批准筹建

2009年，通过科技部的建设验收

2011年，参加国家评估，获得全国生物组第一

上海生科院神经所为依托单位

2014年，中国科学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正式批准新建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 201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率先行动”计划，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

2. 2014年我院首批启动 5 个卓越创新中心，其中由神经所牵头组建的脑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为首批启动的唯一一个生物学中心

3. 2015年脑科学与智能技术融合发展，更名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4.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现任主任为蒲慕明院士，先导专项首席科

学家包括郭爱克院士、谭铁牛院士

揭牌仪式 蒲慕明 郭爱克 谭铁牛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

1. 脑科学和智能技术是科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分别取

得了重要成就，但相互间借鉴仍较少

2. 智能技术发展面临新的瓶颈，亟需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获得启发，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提高机器的智能水平；

智能技术发展也有助于脑科学取得进一步突破

3. 科学院内这两大领域的实质性深度融合，将有利于凝聚

优势力量，承担国家重大任务



中心发展的总体目标

1. 以脑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类脑智能计算模型为核心科学
问题，通过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取得重大创新
成果

2. 研发脑研究新技术，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脑疾病机理
研究与早期诊断和干预手段研发等有应用前景的前沿工作；
利用我国交叉学科的专长、脑疾病样本的丰富资源和非人
灵长类动物模型的优势，在脑科学前沿领域，取得国际领
先的成果

3. 研究并借鉴脑信息处理机制，通过类脑器件、芯片和类脑
机器人等系统的突破，实现类脑智能软硬件系统，引领我
国智能产业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心布局五个研究领域

1. 脑认知功能的环路基础

2. 脑疾病机理与诊断干预

3. 脑研究新技术

4. 类脑模型与智能信息处理

5. 类脑器件与系统



中心队伍总体规划

1. 按学术卓越、专业互补、高效精干的原则进行队伍

规划，组成攻关团队（成员全部参加团队工作）

2. 融合智能技术后，现有学术骨干 94 人（正研级）

3. 每年依据需求增选新的骨干，2020年骨干队伍规模

稳定在150人以内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高效地履职

一、保持讲政治顾大局的清醒头脑

在工作中，要进一步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方向和

观点，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始终做到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坚决维护和切实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不折不扣地履行好各自的工作职责。

https://www.baidu.com/s?wd=%E5%85%9A%E7%9A%84%E6%94%BF%E6%B2%BB%E7%BA%AA%E5%BE%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wBm1-hPH9hnvmdryc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DLPH0dnWn4nj64n1mdn1nz
https://www.baidu.com/s?wd=%E7%BB%84%E7%BB%87%E7%BA%AA%E5%BE%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wBm1-hPH9hnvmdryc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DLPH0dnWn4nj64n1mdn1nz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4%BD%9C%E8%81%8C%E8%B4%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wBm1-hPH9hnvmdryc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DLPH0dnWn4nj64n1mdn1nz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高效地履职

二、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当前随着国情和世形的深刻变化，作为一名

党员、一名职工，只有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保持工作的激情、服务的热情、敬业的痴

情，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才能共同完成发

展的重任。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高效地履职

三、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实干精神

责任心是履行好岗位职责必备的工作态度。没有
积极正确的工作态度，没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是无
法干好事情的。沉下心来，立足岗位，踏实工作，使
自己尽快适应岗位工作，从工作中寻找成功的满足感
和成就感。

讲究实干要从小事做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现实中不论在哪个领域成就事业的人，都不是一开始

就干出石破天惊的大事。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高效地履职

四、具备较强的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准

工作能力是干好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金刚钻无

法揽下瓷器活。因为如此，所以每名职工都应该具备

适应自己工作岗位的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同时，随

着科学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原有的知识可能已被淘

汰或更新，原有的技能也可能落伍，所以无论谁都没

有理由一劳永逸，不思进取。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

缪，不断丰富、充实自己才是应有的态度和追求。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高效地履职

五、要有自律意识和纪律观念

在工作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小事、小节、小

处做起;要注重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坚守做人做

事准则，坚守道德底线。

同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每名员工只有树立了牢

固的纪律观念，才能自觉遵守研究所的规章制度和管

理规定，工作中才能照章办事、按规程操作。

https://www.baidu.com/s?wd=%E7%94%9F%E6%B4%BB%E6%83%85%E8%B6%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wBm1-hPH9hnvmdryc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DLPH0dnWn4nj64n1mdn1nz


感 谢 各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