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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启事
公 告

盐城市合生建材有限公司：
孙 学 宏 ， 男 ， 身 份 证 号

321201195305100017，所属单位: 盐城市
合生建材有限公司，工伤认定书编号：泰高
人社工字（2020）第028号。根据《劳动能力
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
T16180-2014）标准，评定其劳动功能障碍
程度为伤残八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无，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编号：泰高劳鉴工
初（2020）第095号。所属单位如对本次劳
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收到《泰州市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
向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核鉴
定。复核鉴定申请手续在泰州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泰州市高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三楼工伤保险科）办理。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泰州市高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月13日

公 告
江阴市兴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兴海 8 船，于

2020年9月17日，在靖江泰和船舶有限公司船厂拆
解，现向无锡市地方海事局申请船舶注销登记，有异
议者请与无锡市地方海事局联系。

特此公告。
遗失 新沂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江苏省新沂市
财政局签发的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两张，票号为0000367446、0000367447，声明作废。
遗失 苏洪运货88内河船舶吨位证书，船检识别号:
CN20126304201，.证书编号:201821570243，声明作废。
遗失 苏启渔 03631 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编号：

（苏）船登（权）（2018）HY-100005号。声明作废。
遗失 陈广周，赣榆捕（2016）H13168 号渔业捕捞
许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 苏淮货12988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船检登
记号:2009N2192007，识别号:CN20098220094，
声明作废。
遗 失 淮 常 发 货 588，船 检 登 记 号 ：
2016Q2100187，船舶识别号：CN20158117405《内
河船舶吨位证书》，声明作废。
遗 失 淮二航货 6789《船舶营业运输证》苏 SJ
(2017)08005278，声明作废。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 5 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 20 日出版，代号 28-18，定价 7.50 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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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宣 蔡姝雯

梳理“卡脖子”清单
科技赋能产业这样发力

奋斗无止境。所有的成绩都是面向未来的
起跑线。新年伊始，娄勤俭向科技工作者提出三
个希望。第一个希望就是：以科技赋能产业为己
任，把“卡脖子”清单作为科研攻关清单，在实现
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上发挥更大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省支持核心基础攻关、质
量攻关、信息基础研发等关键技术攻关类项目
960 项，突破了一批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零部
件，一些高端装备短板得到有效弥补。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卡脖子”清单上，还有
一些新问题亟待破解，“十四五”开局后怎么做？
江苏科技工作者正在用心谋划。

“拿我们自己当前的研究工作来说，关于战
略性关键金属的重大研究计划，我们国家在 40
种关键金属方面喜忧参半，有相当一部分金属
资源在我国非常富有，而另一小部分的金属资
源却相对稀缺，它们在国防工业、信息产业、新
能源方面意义重大。”中国科学院院士、省科协
主席陈骏对“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建议，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要增加一些
关键金属资源新的基地、新的储量、新的类型，
以及新的方法和技术，在“新”字上狠下功夫，进
一步提高我国在稀有元素上的掌控权，实现产
业体系自主可控。

娄勤俭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把“卡脖子”清单作为科研攻关清单，推出更多

“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对此，省科协副主席、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高裕弟感触颇深。他表示，在当今时代背景
下，创新就是自立自强的最好体现，要自强，必创
新，创新指向未来也决定未来。

“我国已有很好的创新环境，有更多潜心钻
研的科技人才，相信我们江苏乃至全国‘从 0 到
1’的原创成果必然会越来越多。作为一线工作
人员，我们团队二十年如一日，实现了有机发光
二极管技术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的转
化。”高裕弟表示，他的个人“十四五”规划是要向
优秀科学家学习，以科技赋能产业为己任，守正
创新，自立自强，推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投身
科技创新一线的同时，还要积极带动和促成产业
链上中下游的融通创新，让更多的高科技在产业
中发光，为实现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贡
献力量，吸引更多的科技成果“落地”江苏。

擘画“十四五”科技攻关蓝图，江苏各市科
技工作者的“愿望清单”也悉数出炉。今年年
初，苏州和常州等市提出“十四五”期间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
导体等重点领域实施攻关突破。苏州计划在第
三代半导体、量子通信、氢能等前沿领域取得实
质性进展，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
材料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常州则将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挥集
中力量办大事优势，推行科技攻关“揭榜挂帅”
制度，在装备制造、第三代半导体、生物医药、空
天科技、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
技术，创造更多独门绝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
主可控能力。

更高水平参与全球竞争
“江苏制造”出海瞄准量质齐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创新提出许多新的
要求，最突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核心地位、自立
自强。自立，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补齐短
板、打牢基础，关键时候不能被人“卡脖子”。自
强，就是解决“拿什么与别人交换”的问题，锻造
自己的长板、形成独有的优势，支撑更高水平参
与全球竞争合作。

截至目前，一大批“江苏制造”出口海外。江
苏广大科技工作者聚力攻关高端装备制造、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加快突破关键基础
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等瓶颈制约，以
科技为产业赋能、为企业纾困、为产品增值，全国
超过 1/5 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来自于“江苏制造”，
超过15%、领跑全球的产业技术分布在江苏。

“十四五”刚刚开局，“江苏制造”就频频亮出
“真功夫”。近日，东南亚第一条最高时速达 350
公里的高铁——印尼雅万高铁 1 号隧道顺利贯
通，而隧道贯通的“功臣”盾构机由我省常熟中交
天和自主研发，也是中国出口海外直径最大的盾
构机。

“雅万高铁 1 号隧道为单洞双线隧道，全长
1885 米，其中盾构隧道全长 1469 米, 是该项目
的控制性工程，隧道施工条件极为复杂、施工难
度及风险也极高。”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周骏介绍，中交天和设
计了该款刀盘直径 13.19 米、长约 101 米、重
2600 余吨的泥水平衡盾构机，并应用了超大直
径盾构机超长距离掘进不换刀、刀具磨损实时监
测等多项世界先进技术。

生物医疗领域，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
司早在2014年就获得全球第一张贻贝粘蛋白医
用产品注册证。2017 年，贝瑞森在瑞典乌普萨

拉大学和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建成 2 个海外实验
室和 1 个中试基地。“这些创新孵化器为我们引
进国际顶尖人才和项目搭建了平台，每年可引入
2 至 3 个项目落地江阴，并不断推动新产品面
世。”公司董事长顾铭说。

最近，“江苏制造”的出海成果取得新进展
并反哺国内，在瑞典的孵化器首批医药项目成
果在江阴高新区落地，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本特·塞缪森教授主导研发的一个全球创新药
项目——新一代抗炎药品。“这种药品可以用于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急性肺损伤和肺纤维
化。我们希望能获得第一张临床试验批件，这
在整个产业化进程中是非常核心的环节。”顾铭
介绍。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封装测试行
业居全球前列。“‘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创新为
驱动，坚持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4%用于新产
品的技术研发创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公司
负责人说，集成电路封装WL-CSP、TSV、SiP三
大主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但创新绝不止步于此，公司将在超小型
器件上打破更多的国外技术“壁垒”，使我国 IC
封装技术水平实现更大跨越式发展。

专业人做专业事
“科技智库”破题攻关的底气常在

“专业的事情，应当由专业的人来做。”娄勤
俭向科技工作者提出第二个希望：以服务党委政
府科学决策为己任，提出更多专业化、建设性、切
实管用的意见建议，在当好科技智库、破解治理
难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娄勤俭说，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很多问题都需要科技界作
出回答。比如，江苏人多地少，实现粮食自我保
障“很不简单”，如何打造“苏”字号的农业品种、

技术和装备，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关系国家农业产

业竞争力，凝心聚力在‘十四五’时期打好‘种业
翻身仗’，是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责
任。”省农学会理事长、省农科院院长易中懿表
示。他告诉记者，在新形势下，要解决中国的粮
食安全，首先要抓住“种子”和“耕地”。耕地主要
是要解决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问题，种子主要是
要解决创新问题。

易中懿介绍，一方面，江苏既是种业的创新
大省，也是用种大省，省农科院的种业授权和申
请量一直位列全国第一，拥有坚实的研究基础；
另一方面，江苏作为南北气候过渡带，拥有丰富
的物种资源和土地资源，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
件。“怎么利用好这个资源条件，围绕中国种业的

‘卡脖子’技术，尤其是江苏的农业产业的种子问
题，去开展创新研究，是省级农科院下一步非常
重要的工作任务。”

对接产业需求，服务会员企业。参加完江苏
省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
秘书长陈乐又马不停蹄投入一场评审会中，这场
评审会是该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一项工
作。近年来，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发挥优势、创
新实干，服务会员，开展学术交流、搭建政产学研
科技服务平台、发挥科技智库作用、承接政府职
能、做好科普宣教活动，在生态环境科学领域树
立了工作品牌。

“学习贯彻好省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
对于我们学会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将精神落实到
学会的每项工作中。”陈乐表示，环保技术和产品
发展日新月异，通过服务企业进行新产品新技术
鉴定和团体标准的制定，能有效提升企业竞争
力，综合提高企业的“软实力”。

作为学会首位职业化秘书长，陈乐对服务企
业创新发展活力有着自己的思考。他告诉记者：

“创新主体是企业，学会也是为企业提供科技创
新服务的重要平台，在理事会的指导下，学会秘
书处为企业提供鉴定服务，帮助企业申报科技
奖。‘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积极为企业的科技人
才培养、人才举荐、继续教育和职称评审等提供
服务。”系统建设、顶层设计⋯⋯陈乐认为，学会
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科学规划、分步实
施。“要充分利用学会资源搭建好服务平台，做好
四服务工作，全面激活学会发展和服务能力，为
科协事业发展、‘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应有
贡献。”

让科普“活”起来
未来播下更多科技创新的“种子”

“科学技术是种子，科学普及是土壤。”娄勤
俭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第三个希望：以开展科学普
及为己任，让科研最新发现、科技最新成果进入
千家万户、融入生产生活，把科学的种子播种到
孩子们的心中，在提高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社会
文明程度上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全省各级科协组织坚持联合协作
抓科普，全省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高。2019
年我省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 12.7%，
较 2015 年提升 4.45 个百分点，蝉联全国省份
第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作为医疗领
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科协副主席、南
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迅速反应，组织编写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及相关呼吸道传染病
防治知识130问》，为人们科学了解疫情、掌握防
控知识提供权威参考。“此书主要针对公众的常
见疑问，力求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专业防治
措施，传递科普知识。”沈洪兵说。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科普人员
应密切关注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成果，并融入自
己的理解，才能创造出优质的科普作品。”从早年
奋战在科研一线，到如今深耕古生物科普的沃
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冯伟民深谙古生物
的学术及社会意义。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将科普教育
场馆与科普活动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特色,开创
科普工作新模式。今年元旦，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全面升级亮相，馆内新增了科普互动项目和系列
古生物主题文创产品。此外，博物馆还将面向中
小学及社会推出系列科普研学服务等。”

冯伟民认为，古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跟人类本身联系密切，因此古生物科普的作用很
大。在他看来，让人们了解古生物具有很多现实
意义。“仅仅发现恐龙化石是不够的，仅仅认识几
个恐龙的种类也是不够的。大众虽然不比专业
学者，但做好古生物科普对全社会意义重大。”

冯伟民表示，这些年来，他能感受到国家政
策层面对科普的重视以及公众科普需求的增
长，这让他更加体会到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研
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而认知的结果最终
要反馈给公众，为社会服务才能彰显更大意
义。只有公众对科学更加了解，在开展重大科
研项目时才更容易得到呼应和支持，良性循环，
社会才能在科技的推动下不断进步。”冯伟民
说，“十四五”期间，他们将吸纳更多科学家共同
参与科普，将科普教育场馆与科普活动相结合，
形成自己的特色，开创科普工作新模式，让科普

“活”起来。
“基层科协在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普阵地打造

上较为薄弱。为壮大人才队伍，我们成立了各类
科技志愿服务队，开展科技培训、技术咨询、农技
服务、医疗服务等不同的科技志愿服务。”全省科
协系统先进工作者、邳州市科协副主席刘玲告诉
记者，近年来，邳州市科协创新开展科技志愿者
活动，不断提升邳州市全民科学素质，在科普宣
传、科技惠农、青少年科学教育等工作中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听了娄勤俭书记的讲话后，我深切感受到
作为一名基层科协人责任重大，科技创新、科普
宣传任重道远，基层科协工作大有文章可做。未
来，我们会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结合邳州实
际，制定落实方案，在提升全市 195 万公众的科
学素质上想点子，在服务 12 万科技工作者上闯
路子，在探索群团发展道路上下功夫，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再作新贡献、勇当排头兵。”刘玲
表示。 供图：视觉中国

江苏科技：擘画“十四五”关键技术攻关蓝图
在 1 月 7 日举行的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

开幕式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讲话中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

以科技赋能产业为己任，以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为己任，

以开展科学普及为己任，从“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重大使命中找准舞台、找到平台，勇当江苏现代化建设的

开路先锋。

“十四五”已经开局，发力科技自立自强，全省700万科技

工作者将书写出怎样的新答卷？继往开来，他们将如何破题

攻坚？会上，《科技周刊》记者与这些科技工作者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