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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整顿保健品乱象
为期三个月 重点打击 “三种行为 ”
本报讯 （记者 庞津昆） 市卫健委日前印发
《关于集中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成立卫生健康领
域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自 1 月 12 日至 3 月 22
日， 组织各区卫计委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专项整
治行动，进一步规范医疗和保健品市场秩序，守
护人民健康安全。
《方案》强调重点整顿三种行为，即医疗机
天津中老年时报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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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再次出台减税措施

见证中国创新磅礴动能

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五大看点
—2018
——

一周政情

9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发展好小微企业关系经济平稳运行和
就业稳定。 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推出
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
2018 年， 我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 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达 1.3
万亿元。
会议从多方面提出减税举措。 其
中，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
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100 万元、100 万元到 300 万
元的部分， 分别减按 25%、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 5%和 10%。 调
整后优惠政策将覆盖 95%以上的纳税
企业，其中 98%为民营企业。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
总规模达 894 亿元
记者从 2019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获
悉，2018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
模达 894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其中，
网店图书零售码洋规模达 573 亿元，增
速为 24.7%；实体店销售图书码洋规模
达 321 亿元，同比下降 6.69%。

2018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1%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刘永坦、钱七虎摘取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 大会现场
全体起立对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鼓掌、致敬；最高奖获得者在
主席台就座并为其他奖项获得者颁奖……这是国家对科研
工作者的最高礼赞，这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佳注解！

导、多光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后，我国物理学再次取得的突破
性进展。
曾 9 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到 2018 年度已
连续 6 年产生获奖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基础
研究近年来接连取得公认的重大进展。

磨 “剑 ”砺 “盾 ”，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聚焦关键技术 ，用创新支撑 “强国梦 ”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一个潜心铸造“地下钢
铁长城”。 刘永坦和钱七虎，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一同
成为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钢铁，工业的脊梁。 长期以来，我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但高速列车的耐磨轮轨、输送海底石油的无缝钢管等高
品质特殊钢还依赖进口，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掌握电磁搅拌系
统的核心技术。
罗安院士领衔的“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
历经 20 多年攻关，成为该领域的世界排头兵，成果应用于武
钢、宝钢等国内外 160 多家钢铁企业。 他们获得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的荣誉。
自称“大半辈子跟泥巴打交道”的浙江大学龚晓南院士，
近 30 年来不断突破传统地基处理技术瓶颈， 成果在京津城
际高铁、京沪高铁、浙江杭宁高速公路等许多重大工程中成
功应用。 他负责的“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
目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千里眼”是国之利剑——
—

海波翻腾，寒风萧瑟，面对 6000 平方米大小的雷达天线
阵，年过八旬的刘永坦神采奕奕。 这是被称为“千里眼”+“火
眼金睛”的新体制雷达，不仅“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
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航天、航海、渔业等有着重要作用。
为了这“不可或缺”，刘永坦曾面壁 20 余年。
“地下长城”是国之坚盾——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加强防护工程的抗核打击能力，
30 多岁的钱七虎受命设计飞机洞库防护门。
没有现成技术， 他靠自学整理出十万多字外文资料，国
内少数单位拥有大型计算机， 他利用别人吃饭、 睡觉时间
“蹭”设备，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在核爆后变形打不开等问
题，设计出当时我国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
护门。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金怡濂、程开甲等历届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重大创新的背后，无不凝聚着一代
代杰出科学家的心血智慧。

“诺奖级成果 ”，基础研究连续第 6 年有公认突破

1 月 10 日， 顾客在山东 省滨州 市
博兴县一家超市买菜。

1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1.9%，涨幅比上月回
落 0.3 个百分点；2018 年全年， 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1%。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国际物理学界的前沿热点，许多科
学家相信，相关研究将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 它的国际首
次实验发现，诞生在中国。
论文当年在美国《科学》期刊发表后，被国际凝聚态物理
学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物理学大师杨振宁评
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
学论文。
薛其坤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
因此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是继铁基超

记者 9 日从外交部领事工作媒体
吹风会上获悉，2018 年我国与阿联酋、
波黑、白俄罗斯、卡塔尔 4 国缔结了互
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创历年数
量之最。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少春在吹风
会上说，中国与阿联酋免签协定每年惠
及约 100 万赴阿中国游客和 350 万过
境旅客，这两个数字相加，约占内地居
民首站出国人次的 8.5%。
据郭少春介绍， 我国现与 14 个国
家实现全面互免签，15 个国家和地区
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待遇，44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落
地签证便利。 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
公民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 72 个国家和
地区。 除免签协定外，我国还与 42 国达
成 71 份简化签证手续的协定或安排。

中国科考队员在昆仑站
安装太阳多色望远镜

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昆仑
队 9 日在昆仑站完成南极太阳多色望
远镜安装。这是昆仑站首台白昼天文观
测设备，可在极昼期间对太阳进行连续
观测，同时开展空间碎片观测。
（本组报道据新华社）

湖北荆州一块几百亩的地里种植了新品种高产黄瓜。 凌
晨三点多，大家头戴探照灯，正组织集体采收，辛劳中洋溢着
欣喜。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三文也加入采收队伍中。“真
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科技成果落地的欣慰，这也是我未来进一
步研究的动力。 ”黄三文回忆当时的情景。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肺癌，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外科切除是根治早中期肺癌
的关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通过技术革
新，创建肺癌微创治疗体系，病人通常术后数小时就可下床，
3 天后可出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俊平团队多年来针对月季、菊花和
百合三种主要花卉，创建了种植布局优化、良种筛选繁育、高
质高效栽培、采后贮运保鲜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更多鲜
花走进千家万户。
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顾方舟教授

荩适龄 儿 童 集
中服用脊灰糖丸强
化免疫

埋头深山 ，他与死神争分夺秒
1 月 9 日，科考队员维护南极巡天
望远镜 AST3-2 。

民生 “可感度 ”高 ，科技要让生活更美好
更多企业登台亮相 ，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马洪琪院士带
领团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首座水力式升船
机，打通了澜沧江—湄公河水运主通道，为境内外船舶提供
便捷快速的服务。
“中国发明的水力式升船机， 从原理上突破了传统升船
机的技术瓶颈，更具技术优势，是升船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事件。 ”国际水运界权威组织国际航运协会内河委员
会主席菲利普·里戈教授这样评价。
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在国家科技奖的舞台。
据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统计，本次科技进步奖获奖
单位中共有 303 家企业，占获奖单位总数的 47%，其中民营
企业数量超过了国有企业，龙头骨干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从科研机构到企业，从跟踪模仿到同台竞技，从量变到
质变……在全球创新赛场上，我国正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科
技成果，服务国家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并将继续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
（据新华社）

“糖丸爷爷”顾方舟：一生做一事

一粒小小的糖丸， 承载的是很多人
童年里的甜蜜记忆。 然而，很多人在顾方
舟去世前并不知道， 这粒糖丸里包裹着
的，是一位“糖丸爷爷”为抗击脊髓灰质
炎而无私奉献的艰辛故事。
2019 年 1 月 2 日，病毒学家、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顾方
舟溘然长逝。 这位被网友称为“糖丸爷
爷”的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为实现
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
脊灰状态而奉献一生， 护佑了几代中国
人的健康成长。

1955 年， 脊髓灰质炎在江苏南通大
规模暴发。全市 1680 人突然瘫痪，大多为
儿童，并有 466 人死亡。 病毒随后迅速蔓
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一时间
全国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慌。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生病的对
象主要是 7 岁以下的孩子， 一旦得病就
无法治愈。
1944 年， 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天气预报：今晚至明日 晴 气温 -3℃~5℃ 微风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场。 （1 月 8 日摄）

让中国儿童乘上远离脊灰的方舟

2018 年中国公民
新增 4 个免签目的地

构及医务人员销售推销宣传保健品、 在销售保
健品过程中的非法行医和违法违规生产销售宣
传消毒类产品的行为。
重点任务包括： 严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销
售、推销、宣传保健品行为。 对医疗机构保健品
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对存在销售、宣传保健
品或开展保健品相关的义诊活动、 讲课培训活
动的医疗机构，立即依法予以查处等。

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1957 年， 刚回国不久的顾方舟临危
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 从此，
与脊髓 灰质炎 打 交 道 成 为 他 一 生 的 事
业。 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
技术路线。
深思熟虑后， 顾方舟认为当时我国
人口众多，生产力也并不发达，他决定，
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 只能走活疫苗
路线。 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
成立，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 顾方舟团
队在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一群
人扎根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
山，与死神争分夺秒。

面对风险 ，他用自己的孩子试药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 动物
试验和临床试验。 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
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 按照顾
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
Ⅲ三期。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

人身上检验效果， 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
面临未知的风险。
冒着瘫痪的危险， 顾方舟义无反顾
地一口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吉凶未
卜的一周过去后， 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
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另一个
问题萦绕在他心头——
—成人本身大多就
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 必须证明这疫苗
对小孩也安全才行。 那么，找谁的孩子试
验？ 谁又愿意把孩子给顾方舟做试验？ 顾
方舟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瞒着
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
1960 年年底， 首批 500 万人份疫苗
在全国 11 个城市推广开来。
2000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
报告签字仪式” 在卫生部举行， 已经 74
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 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从 1957 年到 2000 年，从无疫苗可用
到消灭脊髓灰质炎， 顾方舟一路艰辛跋
涉。 整整 44 年。

他说 ，自己只做了一件事
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之外， 顾方舟还
致力于推动中国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儿
童免疫接种的国家计划， 并为实现中国
乙型肝炎防治目标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院校长期间， 顾方舟大力推进了院
校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协和医学院
关于抗癌有效成分的研究、 兴奋剂检测
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等四项研究成果，都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人说，顾方舟是比院士还“院士”
的科学家，而他却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
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据《新华每日电讯》）

2018 年蓝天保卫战“成绩单”7
日出炉。 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9.3%，同比上
升 1.3 个百分点。 三大重点区域——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
原的 PM2.5 浓度分别为 60 微克 / 立 去
方米、44 微克 / 立方米、58 微克 / 立 年
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 11.8%、10.2%、 三
10.8%。
大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重
绍，从“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两项约
点
束性指标完成情况来看，PM2.5 未达
标的 262 个城市平均浓度为 43 微克 区
/ 立方米， 同比下降 10.4%；338 城市 域
优良天数比例为 79.3%，均达到序时 PM2.5
进度和年度目标要求。
同
生态环境部公开了 2018 年 169 比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情况。质量
下
相对较差 的后 20 名 城市主 要分布
降
是：山西临汾等 6 城市、河北石家庄
等 5 城市、河南安阳等 4 城市、陕西
西安等 3 城市、山东淄博等 2 城市。
从蓝天保卫战三大重点区域
看，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2+26”城市
2018 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0.5%， 同比上升 1.2 个百
分点；PM2.5 浓度为 60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1.8%。
其中，北京市 2018 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2.2%，同比
上升 0.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51 微克 / 立方米，同
（据新华社）
比下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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