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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

近平 11 月 24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

方案

（

2021－2023

年 ）

》、 《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

见》、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

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

（试行）

》、 《关

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的实施意见》、 《关于支持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

施》。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开展

科技体制改革攻坚， 目的是从体制机

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

突出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锚定目标、 精准发

力、 早见成效， 加快建立保障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 提升科技

创新体系化能力。 要遵循电力市场运

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优化电力市

场总体设计， 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

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 加快

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安全高效、

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 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

本保证， 要在中小学校建立党组织领

导的校长负责制， 把政治标准和政治

要求贯穿办学治校、 教书育人全过程

各方面，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 要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提

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 让

文物真正活起来， 成为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成为扩大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要

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好

发挥科技资源和制度创新优势， 开展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王沪

宁、 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

中央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 科技领域基础性制度基本确立，

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

质性进展， 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但是，

同新形势新要求相比， 我国科技体制

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 一些深层次体

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根本破除。

会议强调， 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 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

新领导者、 组织者的作用， 构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 建立

使命驱动、 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

系， 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改

革创新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

方式， 加强体系化竞争力量。 要优化

科技力量结构， 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

中的主体作用， 推动形成科技、 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 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 要完善科技人才培养、 使用、

评价、 服务、 支持、 激励等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在履行

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 激发主体活力。

要以更大勇气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

职能， 坚持抓战略、 抓改革、 抓规划、

抓服务的定位， 强化规划政策引导，

加强对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导和指导，

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

要根据任务需要和工作实际向科研单

位和科研人员充分授权， 建立责任制，

立“军令状”， 做到有责任、 有管理、

有监管， 用不好授权、 履责不到位的

要问责， 保证下放的权限接得住、 用

得好。

会议指出， 近年来， 我国电力市

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 市场化交易电

量比重大幅提升。 要健全多层次统一

电力市场体系， 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

场， 引导全国、 省

（区、 市）

、 区域各

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 融合发展，

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 推

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 要

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完善电价传导机制， 有效平衡电力供

需。 要加强电力统筹规划、 政策法规、

科学监测等工作， 做好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的兜底， 确保居民、 农业、 公用

事业等用电价格相对稳定。 要推进适

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

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科学

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投资， 发挥电力

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会议强调， 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

学校的全面领导， 要在深入总结试点

工作基础上， 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

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制， 确保党组织

履行好把方向、 管大局、 作决策、 抓

班子、 带队伍、 保落实的领导职责。

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任

务，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加强党员

队伍建设， 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

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 要把思想政

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深入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抓好学生德育

工作， 把弘扬革命传统、 传承红色基

因深刻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 厚植爱

党、 爱国、 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加强分

类指导、 分步实施， 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学校， 在做好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 工作准备的前提下， 成熟

一个调整一个， 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

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展， 文物保护、

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要加强文

物保护总体规划， 统筹抢救性保护和

预防性保护、 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

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 维护文物资源

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 文化延

续性， 筑牢文物安全底线。 要准确提

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 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 文化

价值、 审美价值、 科技价值、 时代价

值。 要创新转化手段、 强化平台建设、

夯实人才基础、 完善体制机制， 以实

施重大项目为牵引， 提升文物科技创

新能力和各项工作保障水平。 要开展

创新服务， 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 服

务人民， 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

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会议指出， 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先行先试改革， 要瞄准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最突出的短板、 最紧迫的

任务， 在做强创新主体、 集聚创新要

素、 优化创新机制上求突破、 谋创新，

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

地。 改革要拿出更多实质性举措， 起

到试点突破和压力测试作用， 积极探

索破解难题的现实路径， 注意积累防

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强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粤宣）

11 月 24 日， 为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 22 周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制作的大型 4K

纪录片 《澳门之味》 在广州举行启播

仪式。 同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

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新一轮

《赛事媒体权利授权书》。 总台授权澳

广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转播 CCTV-

16 奥林匹克频道讯号， 并授权其播出

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长兼总编辑慎海雄见证签约， 并共同

为 《澳门之味》 开播启幕。 中央人民

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

主任严植婵， 广东省委常委、 宣传部

部长陈建文等出席活动。

慎海雄在致辞中强调， 在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喜

迎澳门回归祖国 22 周年的浓厚氛围

里， 大型 4K 纪录片 《澳门之味》 启

播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广播电

视股份有限公司赛事授权签约， 是总

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

回归祖国 2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进一步拓展与澳门特区政府

合作领域、 丰富“一国两制” 实践的

一项具体举措。

慎海雄表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充分发扬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追

求完美的工作精神， 奋力实现“科技

冬奥·8K 看奥运” 目标， 全面展示精

彩、 非凡、 卓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澳门之味》 聚焦海内外受众最感兴趣

的澳门饮食文化， 采用先进的 4K 超

高清技术， 通过讲述一道道澳门美食

诞生、 流变、 兴盛和美食背后的人文

故事， 折射出澳门厚重的历史积淀、

多彩的文化交融和蓬勃的时代精神。

总台将着力讲好新时代澳门故事， 大

力传播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 积极助力澳门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贺一诚在致辞中说， “打造以中

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

合作基地” 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 赋予澳门的定位。 中西文化

荟萃交融是澳门独特的优势， 希望借

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国际一流的

媒体， 让更多精彩的澳门元素、 澳门

故事和澳门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贺一诚表示， 澳门是一座安全宜

游的旅游城市， 欢迎各位朋友和广大

旅客到访澳门， 亲身感受澳门多元文

化的独特魅力。 澳门的未来发展充满

机遇， 将加快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广东一道， 携

手加快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期

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特区继续

深化合作， 共同谱写“一国两制” 新

的篇章。

活动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赛事媒体权利授权书》 《音像制品、

图书出版发行授权书》。 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授权澳广视播出大型 4K 纪录片

《澳门之味》， 并配套发行相关图书、

音像制品和文创产品等。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中联办以

及广东省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签约

仪式。

据介绍， 大型 4K 纪录片 《澳门

之味》 以美味美食为切入点， 讲述澳

门美食文化的发展过程及美食背后的

澳门故事， 真实自然反映澳门回归祖

国 20 年来， 经济的跨越发展、 民生的

持续改善、 社会的和谐稳定、 多元文

化的交相辉映等各方面的巨大成就。

该片将于 12 月 20 日在总台央视纪录

频道 CCTV-9 首播， 央视频、 央视网

同步播出， 并通过 CGTN 向海外播

出。

庆祝澳门回归22周年《澳门之味》举行启播仪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进北京冬奥会媒体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