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唯美、前卫、创意……世界顶级的灯光秀“光影中国”来到申城，打造了一场迎新年
的光之“盛宴”。11件来自全球各地的灯光作品分散在上海虹桥天地的各个区域，配合丰富多
彩的现场演出，开启世界级的节日狂欢体验。图为心形灯光 杨浦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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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 重在求进

科 海
观 澜

今天，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年。
在回望与守候中，作为时代的瞭望

者，我们一直思考：在新闻传播手段与传
播格局日新月异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应
该有怎样的姿态和担当？刚刚过去的
2015年里，已经奔跑在“转型路”上的科
技报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媒介融合，合
作共赢，创新传播手段——以打造全媒
体新闻中心为抓手，以内容提升为核心，
积极探索“互联网+”，搭建合作平台，开
拓共赢渠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发展，增效增值。

2016，已经朝我们走来。这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十
三五”起步实施之年，也是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之年。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打造上海科技领
域传媒平台，勇为上海科技界的传媒先
锋。尽管身处巨变时代，新闻的呈现方式
在变，阅读方法在变；然而，不变的，是我
们的坚持，我们的创新。

陪伴，是最好的爱。新的一年，我们
期待您，亲爱的读者——您的目光、您的
关注。这一切，都将激励着我们用足迹、
用笔迹、用责任记录巨变的时代，发出我
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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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22条

关键词：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
大型客机（COMAC C919）首架机在中国商飞
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
正式下线，并确定于2016年首飞。C919是我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
机，标准航程型设计航程为4075公里，增大
航程型设计航程是5555公里；基本型全经济
级布局为168座，混合级布局为158座。

C919

关键词：

2015年 3月 30日，由中科院上海微小
卫星中心研制的中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是我国发射的第 17
颗北斗导航卫星，将开展新型导航信号体
制、星间链路等试验验证工作，为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建设提供依据。该星首次
大量使用国产化器部件，包括首次上天的国
产芯片“龙芯”等核心器部件全部自主研发。

北斗导航卫星

关键词：

2015年9月20日，在2015上海市“全国
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协开展的
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公布：
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0%，上
海市这一比例达 18.71%，位列全国各省市
之首，实现了 2013年 11月中国科协与上海
市政府签署的《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共建协议》所确定的目标。

白血病治疗研究

关键词：

2015年 5月 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发
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意见》。《意见》共 22条，明确了科
创中心建设“两步走”规划，并就推进体制机
制改革、集聚和用好各类人才、营造良好创
新环境、布局重大创新工程和项目等提出了
任务举措。此后，相关配套政策文件陆续公
布实施，有力地助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2015年 5月 1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陈赛娟团队完成的“髓系白
血病发病机制和新型靶向治疗研究”项目荣
获上海科技奖特等奖，这是2012年上海科技
奖励设立特等奖以来的第二个特等奖，也是
自然科学奖领域出现的第一个特等奖。陈赛
娟团队成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
案，获得了全球医疗界广泛认可，被称为“上
海方案”，已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18.71%

关键词：

也许不少上海市民已经爱上了科普讲
座，日常出行时不时乘上“科普号”，低头看
看科普微博，吃、穿、住、行究竟科学与否一
目了然。“十二五”期间，上海陆续推出了一
系列更具亲和力的科普新招，使科普变

“潮”，更容易被接受。“十二五”末，全民科学
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第 9次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市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比例为 18.71%，位列全国各省市第

一，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多渠道助推科普“民生化”

2011 全国科普日期间，上海首次开创
“上海科普开放日”活动，重点推进“主题展
示”“舞台活动”“互动体验”3个功能区的创
新设计和公众互动展项。2013年全国科普
日期间，上海市科协组织“科普产品 e联盟

体验”“环保实景闯关”“多媒体科普剧”“互
动生态家”等“佳肴”让市民享受丰盛的科普

“大餐”。2014年全国科普日，首次在人流涌
动的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举行，地铁“科普
号”列车第一次亮相申城、第一首科普日原
创主题曲《我爱科普》唱响、第一张科普主题

“地铁一日票”在8号线沿线站点发售。2015
年全国科普日，则依托新浪微博裂变式传播
的特点，推出“带着微博玩科学活动”，“科普
号”列车覆盖5条线路。

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科普同样不缺
位。2011年，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发市
民“抢盐风波”的第一时间，本市迅速组织

“核安全”科普大宣传，消除公众对核辐射

的紧张情绪。当社会流传“2012 末日预言
说”时，全市新闻媒介以科学知识破解末日
预言。2014 年，针对 PM2.5 大气安全、大数
据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举办主题系列
讲座 109场，引导公众全面、辩证地探求科
学。此外，配合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我身边
的智慧城市”科普资料 10万册发放到市民
手中。

大型活动方面，2014和 2015年举办的
“上海国际科普产品博览会”人气爆棚，通过
汇聚海内外知名前沿科技产品的展览展示，
探索科技成果科普化、民生化，成为上海科
普的一张“新名片”。

（下转03版）

本报记者 王毅俊

创新科技，活力上海——回眸“十二五”

科普要流行 还需“潮”一点
——“十二五”上海科普亮点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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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6个项目超额完成，占总数的69.6%
市政府去年十件实事全面完成

本报综合消息 截至 2015年 12月 25日，去
年年初市政府安排的 10件、23项为民办实事项
目已全部完成，其中 16 个项目超额完成，占总
数的 69.6%。“新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新设
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老旧住宅小区电能计
量表前供电设施更新改造”“住宅小区老旧电梯
安全评估”等项目超额完成 30%以上。

去年初，市政府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安排了 10 件、23 项实事项目。
在项目责任单位和各区县的协同努力下，已全
部按立项时的目标要求完成任务。近期，市政
府办公厅采取委托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抽样调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
议，网上接受市民公开评议等方式对去年实事
项目开展了评议，市民总体满意度达 88.2分，较
前年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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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海十大科技事件

2015年4月19日，新上海自然博物馆正
式面向公众售票开放。新馆建筑面积近 4.5
万平方米，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两层。常设展
面积超过 1.6万平方米，展览教育服务总面
积3.22万平方米。拥有近29万件藏品，藏品
数量位居中国自然博物馆馆藏前列。其常设
展区内陈列展示了来自七大洲五大洋的1.1
万余件标本和模型，首次在新馆亮相的标本
占70%，其中珍稀物种标本1000余件。

2015年 12月 17日，我国首颗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该卫星是国际
上已知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
的空间探测器，也是我国历史上首颗大型空
间探测装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为该卫星
的研制提供了初样和正样共计640根600毫
米BGO晶体，能帮助“悟空”准确收集高能
宇宙线粒子和伽马射线光子。

2015年 11月 5日，《自然》刊登了一项
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由中科院
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马余刚与美国布鲁
克海文实验室研究员唐爱洪领衔的 STAR
合作组的中外科学家，在位于纽约长岛布鲁
克海文国立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RHIC）上，首次测量到反质子-反质子间的
相互作用力。这一发现，对人类理解反物质
的形成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5年 3月 14日，东方科技论坛透露，
上海市政府已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列为本市
重大科技项目，作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
要举措。复旦大学方面牵头联合浙江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几
所高校及中科院研究所，成立了“脑科学协同
创新中心”，推进脑科学研究和转化应用，积
极推进和参与“上海脑计划”实施。

2015年3月29日，上海近40家创业服务
组织共同发起的上海众创空间联盟成立。作为
全国首个区域性众创空间联盟，将成为上海新
型孵化器资源共享、交流合作的平台。最近几
年，上海涌现了新车间、IC咖啡、启创中国、飞
马旅、苏河汇等众创空间，而去年更是出现井
喷式增长，目前共有450余家众创空间。

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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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

关键词：

近日召开的上海市委
常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
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提出了“稳中求进、重在
求进”的总基调。

稳中求进、重在求进，讲
的是辩证法。稳，是进的基础；
进，是稳的目的。不稳，必然会
寸步难行；不进，只能是死水
一潭。稳，就需要着眼于中长
期发展，保持战略定力，不求
毕其功于一役；进，就需要以
特殊的精神状态狠抓落实、敢
试敢闯、开拓进取。

稳中求进、重在求进，必
然要求思想的不断解放。思想
停滞僵化，观念抱残守缺，行
动难免摇摆，何谈求进？坚决
摒弃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大胆
革除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体
制机制弊端，彻底改变一切束
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手脚的
政府管理方式，才能打开一条

求进的通路。
稳 中 求 进 、重 在 求

进，狠抓落实是关键。蓝
图已经绘就，成功要靠实

干。政策再好，落实不了，美
好止于蓝图，求进也就只能
是一句空话。为此，市委书记
韩正甚至强调：“抓落实，应
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也要作为
一项纪律。”

稳中求进、重在求进，补
好“短板”是要务。“短板”不
补，“长板”的优势如何发挥？
我们常说，做好实际工作，要
有问题导向。“短板”就是制约
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因
而，问题导向也就是“短板”
导向。

今天，站在“十三五”的起
点上，站在 2016年的起点上，
我们信心满怀，我们责无旁
贷，我们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编辑共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