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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 （记
者 胡喆）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
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5月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介绍了我国科
技创新工作的最新进展。

王志刚表示，过去一年，全国科技
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研
发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应用，主要指标
稳步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
14位，整体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
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过去一年，我国首次观测到三维量

子霍尔效应、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
面、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
下线……一批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
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
术产业进入世界前列，也彰显了我国科
技的综合实力。

据介绍，疫情发生后，科技部按照
中央部署要求，会同国家卫健委、药监
局、教育部等12个部门组成科研攻关
组，设立药物研发、疫苗研发、检测试剂
等10个重点工作专班，部署83个应急
攻关项目，组织动员全国优势力量开展
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形成了全国一盘棋
的科研攻关格局，科技支撑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时已入夏，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田
间地头农事繁忙，工厂车间机器轰鸣，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涌动着不
竭的生机与活力。此情此景，不禁让
人感慨万千：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国
人民能够在短时间内走出新冠肺炎疫
情的阴霾，快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
正常秩序？

“中国为阻断病毒传播而展现出
了惊人动员能力。这样的动员之所以
能成功，与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关。”国
际有识之士的评论道出了其中的关
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
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
要作用。”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迅速调集
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
星夜驰援、奔赴一线，我们迅速组织19
个省份对口支援疫情严重地区，倾尽

全力、不胜不退，我们迅速动员 14 亿
人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起严密防
线……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感
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
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
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如
何应对重大危机。面对这次全球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中国制度通过了“压力
测试”，交出了合格答卷，在应对危机
中展现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
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从
武汉到湖北，从湖北到全国，在党中央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行动，全国
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全社会
力量紧急动员、各方面资源有序调动，
迅速形成了抗击疫情强大合力。在这
场抗疫斗争中，国际人士看到中国“强
大的动员和执行能力在重要时刻体现
得淋漓尽致”，国际社会赞叹“中国的
做法可以作为典范纳入世界抗击流行
病史”，海内外人士深刻认识中国共产

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强
大能力。在日前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疫情
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
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
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这场严峻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
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
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
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
险挑战冲击。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
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抓紧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
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
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
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快构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完善我国
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在前
进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改革创新、与
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
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
展现。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历史充
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党的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面向未来，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凝聚
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强大合力，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

（人民日报 5 月 20 日评论员文
章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月19
日，重庆市与“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
在重庆和北京两地同步举行战略合作
云签约，双方联手打造特色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巴味渝珍”。新华社
旗下20多家专业机构将与“巴味渝珍”
品牌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巴味渝珍”是覆盖全市农业全产
业、全品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该
品牌由公益性机构重庆市现代农业品
牌服务促进中心负责管理运营，先后完
成21类产品、42件商标注册，相继培训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61家。

截至目前，“巴味渝珍”区域公用品
牌累计授权205家企业（合作社）431
个产品使用，累计发放420余万枚集防
伪和追溯功能于一体的量子云码标
识。“巴味渝珍”让重庆农产品品牌效益

加快显现，2019年，全市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达到108亿元，同比增长35%。其
中，“巫山脆李”畅销全国，去年产地价
同比上涨48%；“永川秀芽”产值增加
到8个多亿。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创意策划、品
牌推广、智库服务、定制化服务等方面
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其中，双方将联
手举办大型直播带货活动。借鉴新华
社“快看”矩阵携手抖音、京东助力湖北
农产品销售的模式，选取合适公众人士
与重庆各区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互动，
共同开展系列直播带货活动。

会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联合新华
社、京东智联云、京东商城开展直播带
货，市农业农村委主任路伟携手重庆市
9区县分管副区长、副县长，在新华社

“快看”快手直播间，线上推广了汇达柠
檬、饭遭殃、派森百等“巴味渝珍”精选
品牌和产品。

重庆携手新华社云签约

全面推广“巴味渝珍”品牌

重庆携手新华社云签约，全面推广“巴味渝珍”品牌。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汤艳娟 摄

妙手仁心治骨 抒写百年传奇
一缕药香改变世界、

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种
疗法跨越古今……中医
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
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积
淀的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骨
伤专科民营医院——重庆
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始
终坚持传承和发扬中医正
骨传统疗法，切实把中医
药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财
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软
实力，提升传统中医文化
的社会影响力。

“这所医院在涪陵很有名气，平日
里扭伤骨折之类的病痛我都在这里治
疗，医院技术好服务也好，让我们老百
姓很放心。”家住涪陵区荔枝办事处枝
里乡小溪村的王体明说。4月30日，
王体明由于从梯子上掉下来造成大腿
摔伤，来到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
筋伤科治疗，才来医院时，他的整条左
腿情况非常严重，经过医院中医活血
化瘀及其他治疗，第二天淤血颜色就
变淡了，再过一段时间即可出院。

筋伤科是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医

院打造的市级重点专科。近几年，医
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为主题，大力推进重点专科
建设工作，脊柱科、骨关节科、手外科
成功创建成涪陵区级重点专科，正骨
科成为区级名科创建单位，因此医院
在重点专科建设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较
大成效。

坚持中医发展方向，突出中医药

特色。除筋伤科完全用中医治疗疾病
外，其它的临床科室的中医参与治疗
率达到100%，非手术治疗达到30%
以上。全院开展中医适应技术47种，
极大满足日常病种治疗所需。

重点专科建设开展以来，重庆郭
昌毕中医骨伤医院坚持突出中医特
色，加大对医疗质量的管控，健全对新
技术新项目的准入，秉承“以病人为中

心，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
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
升服务质量，建立了医德医风考评制
度，加大对出院患者的随访，出院患者
的随访比率达到83.3%，随访满意度
在95%以上。

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离不开对人才的培养。医院目前引进
主任医师3人，博士1人，全日制硕士
2人，副高14人，医院自己培养出副高
3人、涪陵区名中医1人、涪陵区科技
拔尖人才1人。

抓实重点专科建设 增强综合服务能力

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

术精歧黄体天心，德重杏林济世
人。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在不
断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不忘慈悲
为怀、济世救人的初心与使命，
热心开展公益事业。医院组
织医护人员不定期深入基层，

到各个区县、乡镇开展集中免
费筛查、义诊宣传、残疾预防宣传

等活动。
“对重庆市的贫困残疾人，我们

康复科可以提供免费的康复服务。”
医院康复科副主任谭富海说。走进
医院康复科，环境干净整洁，大厅宽
敞明亮，儿童PT室、感统训练室、家
长培训室等科室布置温馨，设施齐
全，医护人员耐心专业，仔细负责。
感知能力训练、认知能力训练、运动
能力训练、模拟生活场景……医院
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十分
注重照顾患者情绪，针对患者具体
情况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指导服
务。

此外，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
还是中国残联“国家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项目”定点医院和重庆市涪陵区肢
体残疾人康复定点医院。2009年
起，医院相继开展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雨露助残行动”和“七彩梦行动计
划”项目，免费为市内各区县贫困残
疾儿童进行矫治手术治疗和脑瘫康
复。据统计，医院每年为近100名贫
困脑瘫儿童、肢体残疾儿童、脊髓损
伤残疾人开展免费康复救助服务，现
已为700余名贫困残疾人进行了肢

体矫形和康复服务，获得社会广泛赞
誉与关注。

凭着过硬的医疗技术与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医院赢得了
老百姓的口碑，并在垫江、大足地区
开设了分院，以便服务惠及更多群
众。

“弘扬传统医学、提升生命质量、
成就健康人生”，在这一核心理念引
领下，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医
疗质量为核心。医院不断引进高端
医疗设备，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综合
服务能力，率先在涪陵区开展了股骨
颈重建术、旋髂深骨瓣治疗股骨头坏
死、儿童四肢骨折经皮固定术等一系
列高水准的骨科手术，也因此获得全
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重庆
市十佳民营医院等荣誉及各种科技
进步奖。

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具有浓厚
的中医文化底蕴，通过不断传承、积
累、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百年治骨传
奇。

在传承和发扬中医正骨传统疗
法上，医院党支部书记李代江表示：

“未来，我们将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新机遇，结合现代医学技术
传承和发扬中医正骨传统疗法，辐射
重庆市内外，争取早日创建成为集骨
伤医疗、康复、急救为一体的国家三
级骨伤医院，为更多患者带去优质医
疗服务。”

谢玲 图片由重庆郭昌毕中医骨伤

医院提供

热心助残康复活动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骨伤科是我国传统中医文化遗
产，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3年，郭昌毕骨伤科的“郭昌
毕中医跌打损伤传统疗法”被列入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它独
特的学术思想与突出的临床效果，为
我国传统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依据。

本着“挽救生命，保全肢体，动静
结合，内外兼治”的原则，重庆郭昌毕
中医骨伤医院不断博采众家之长，传
承优秀中医骨科疗法，形成了以接骨

十法、上骱十法、上功心法、理筋十二
法、捷针五法、用药五法、杉树皮小夹
板固定法、请师法、禅武同修法等为核
心治疗方法的郭昌毕中医跌打损伤传
统疗法。这种传统医疗技术，因其疗
效好、历史久、影响广，得到了社会各
界和同行专家的认可，深受广大患者
的信任和好评。

“依托郭昌毕中医跌打损伤传统
疗法，我们的传统制剂也是重庆市非

遗技术产品，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患者
打电话要求邮寄。”医院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某些患者的病状，他们通过外
用药酒和其他治疗相结合来减轻患者

“看病难”的状况，降低医疗费用，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保护和利用好此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医药文化，医院采取一系列措施全
面、系统、准确保护传统医药技艺：成

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完
善传承机制，开设传承班，培养传承
人，确保传承可持续进行；完善“郭
昌毕中医跌打损伤传统疗法”非物质
文化遗产档案建设，整理出版相关保
护成果；扩建非遗项目传承基地；在
传承基地设置专用病区，推广使用

“郭昌毕骨中医跌打损伤传统疗法”
的治疗原则。

郭昌毕中医骨伤医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继续传承弘扬好优秀传
统骨伤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升医院“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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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郭昌毕中医骨

伤医院大楼

医务人员开展中医疗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星婷）5
月19日，国际生物学领域知名期刊《基
因组研究》在线发表了西南大学前沿交
叉学科研究院夏庆友教授团队的最新
研究成果论文。该研究首次构建了家
蚕全基因组编辑筛选平台，并运用该平
台建立了全基因组家蚕基因编辑文库，
筛选鉴定出家蚕具有代表性的必需基
因等。这一研究对于功能基因组学和
动植物品种改良具有重要价值。

“学校于2004年在全世界率先完
成家蚕基因组图谱解析，使家蚕成为
较早完成基因组测序的物种之一。随
后又相继建立了蛋白质组、代谢组、
RNAi、转基因、基因编辑等一系列家
蚕功能基因组研究平台。”该研究团
队成员马三垣副教授介绍，家蚕模式
生物作用的不断加强和蚕桑丝绸产
业模式的快速升级，迫切需要新的研
究手段。

“CRISPR是原核生物基因组内的
一段重复序列，利用这个系统，细菌可
以不动声色地把病毒基因从自己的基
因组上切除，这是细菌特有的免疫系
统。”马三垣介绍，近年来，以CRISPR/
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在果蝇、
家蚕、蚊子等多种昆虫中得到广泛应
用，为昆虫功能基因组研究提供了极大
便利。但是总体来看，对昆虫基因编辑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远远落后于哺乳

动物，尤其是在规模化CRISPR文库的
构建与筛选方面。

以家蚕这一鳞翅目模式昆虫为对
象，该研究团队进行了全基因组文库的
构建与筛选研究，构建了覆盖家蚕几乎
全部基因的CRISPR载体文库和家蚕
细胞文库。在构建好CRISPR细胞文
库之后，他们进行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遗传筛选，比如对家蚕在正常生长条件
下必需基因和生长抑制基因的筛选，获
得了1006个必需基因和838个生长抑
制基因，发现两者在生理功能、代谢通
路和细胞定位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规律；
在极端温度刺激下的非生物胁迫筛选，
发现了3013个响应极端温度的基因及
其潜在的机制等。

据了解，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这
种基于全基因组的突变文库构建和筛
选研究，对于功能基因组学和动植物品
种改良都具有重要价值，将极大地推动
家蚕功能基因研究进入规模化、自主知
识产权化的新阶段，促成家蚕遗传育种
的精准化、规模化、工程化和多元化，为
产业创新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常珈菘和王
若琳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马三垣副教
授和夏庆友教授为本文共同通讯作
者。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以及重庆市科技局
项目的资助。

西南大学构建全球首个
家蚕全基因组编辑筛选平台

助推家蚕功能基因研究规模化和品种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