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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
不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记者 张泉）
科技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日前发布通知，
进一
步压实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承
担单位在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中的
主体责任，
全面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
通知明确，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科研
院所、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是科研作风
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在承
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时要

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摆上
重要日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开展常态
化管理，强化责任传导，确保科研作风学风
和科研诚信建设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信
息报送制度，对重大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
诚信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及结果须按要求
报送所在地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涉及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项目、创新基

地、科技奖励、人才工程等的，应同时报送
相关管理部门。每年年底要通过国家科研
诚信管理信息系统报告本单位科研作风学
风和科研诚信建设情况。
通知要求，
科学、理性看待学术论文，
注
重论文质量和水平，
不将论文发表数量、
影响
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
不使用国家科技计
划（专项、
基金等）专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
通知还要求各有关单位，建立并严格

执行科研数据汇交制度、加强对本单位科
研人员的日常教育引导、加强对本单位拟
公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和重大科技进展的
审核把关、及时主动纠正本单位人员科研
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等方面的问题。
通知明确，各有关单位在科研作风学
风和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主体责任履行情
况将纳入信用记录，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将
列入重点监督对象。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 04 星

公示人员名单

参加工作时间
1994.08
1997.10
1995，
08
1992.08
2010.10
2008.08
1997.08
2010.10
2001.08

学历
大学法律硕士
大学法律硕士
大学法律硕士
大学法律硕士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大学法律硕士

据新华社西宁 8 月 6 日电 （记者 吴刚） 6 日下
午，青海省召开媒体报道木里矿区非法开采调查情况
新闻发布会。青海省副省长刘涛表示，
针对媒体报道的
木里矿区非法开采问题，
据进行调查核实，
并将严格依
法办事，
对核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
无论涉及谁，
无
论涉及哪一个层级，
必将一查到底，
决不会姑息隐瞒。
刘涛介绍，8 月 4 日上午，新闻媒体报道青海兴青
工贸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木里煤矿非法采煤问题后，
青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依
法依规处理，严肃追责问责。及时成立了以青海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杰翔同志任组长，
三名副省长任副
组长，12 个省直部门和相关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
“媒体报道木里矿区非法开采情况专项调查组”，直奔
现场，
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感受
漫画书转瞬成为全景视频，目睹在废墟上“重建”圆明
园，
“云逛”图书馆，
“云鉴”镇馆之宝，
“云赏”图书……
这些正在变成现实。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 6 日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
基于 5G、全景视频、全息影像等新技术的新阅读模式，
引领阅读新风尚。
签约仪式现场设立了 5G 新阅读体验区，展现了数
字技术打造的
“身临其境、浸在眼前”
的全景展厅。

关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拟任人员的公示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入党时间
杨国智 男 浙江永嘉 1972.12 1996.12
谢斌
男 浙江乐清 1976.09 1996.11
王俊
男 浙江温州 1973.11 2002.05
马永利 男 浙江永嘉 1971.01 1994.07
方勇
男 浙江乐清 1986.03 2008.03
王蕾
女 浙江平阳 1984.10 2002.06
张元华 男 江西宁都 1979.05 1998.12
郑宇
男 浙江温州 1983.12 2006.01
林彩霞 女 浙江平阳 1978.07 2001.05

调查核实木里矿区相关问题

5G 新阅读体验中心
将落户国图

新华社酒泉 8 月 6 日电 （李国利 朱 “一带一路”
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霄雄） 6 日 12 时 01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搭载发射的清华科学卫星由清华大学
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
负责研制，将在轨对重力卫星系统设计方
分九号 04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
法、基于双频 GPS 的精密轨道大气密度测
成功。
量方法等理论与技术进行飞行验证。
据了解，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清华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科学卫星。
342 次飞行。
高分九号 04 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
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
高分九号 04 星搭载发射清华科
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
学卫星升空。
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示之日起计算。如组织或个人认为拟任人
员有情况需举报的，可向市人大常委会来
信、来访或来电举报。凡以组织名义举报
的，要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举报

青海成立调查组

身临其境 浸在眼前

搭载发射清华科学卫星

根据温州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审判人
员和检察人员实行任前公示的意见》，现
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拟任人员的有
关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 7 天，从公

8

的，提倡署真实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
匿名信一般不予受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反对借机诽谤诬告。联系
处室：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
现任职务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中沙群岛综合科学考察项目

选举任免处；地址：市行政管理中心东楼；
邮编：
325009；
举报电话：
88969765。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6 日
拟任职务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二庭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温州破产法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6 日通报，中沙群岛
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已于 7 月底完成了 2020 年度的综合
航次任务。此次科考证实，近三年来南海岛礁长棘海
星灾害呈愈发严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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