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 28日下午，第二
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闭幕式在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出席
并致辞，北京市副市长靳伟，湖
南省副省长陈飞，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处有关领导，院士专家、
企业家和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

以及媒体记者300余人参加闭幕
式。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徐延
豪主持闭幕式。

怀进鹏表示，本届年会是团
结动员科技共同体和科技工作
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一次盛会，是科协组织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砥砺
科技自立自强的一次盛会，是深
入谋划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大展演，是广泛凝聚开放、信任、
合作战略共识的大平台。本届年
会体现出五方面特点：一是自立
自强，勇担新发展阶段新使命；二
是创新发展，展现科技共同体新
担当；三是产学研融合，迈出“科
创中国”新步伐；四是开放创新，
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五是汇智
聚力，激发创新创造新活力。

怀进鹏强调，科技界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团结服务，弘扬科
学家精神和优良学风；坚定创新
自信，展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使命担当；加强科技共同体建
设，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
作者之家；秉持开放、信任、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闭幕式上，中国科协发布了
2021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
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共30个问题

难题入选。其中，重大产业技术
问题系首次发布。据了解，自
2018年起，中国科协每年动员组
织全国学会等科技共同体，面向
广大科技工作者，征集评选重大
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在
中国科协年会上发布，三年共评
选发布了100个问题难题，积极推
动问题难题纳入国家科技规划、
科研项目，引导科技共同体识别
科技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打造研
判趋势、思考问题的智慧灯塔。

闭幕式上，还授予连续 4 年
参与重大问题难题推选活动的中
国地理学会等 43 个全国学会

“2018- 2021 年 度 优 秀 组 织 单
位”；授予2021年推荐入选重大问
题难题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26
个全国学会“2021年度优秀推荐
单位”；授予2020年度组织撰写相
关重大问题难题建议报告、得到
中央领导批示的中国动物学会、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华中医药
学会“2020年度优秀成果单位”。

在闭幕式的主旨报告环节，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陈云霁，柔宇科技
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刘自鸿，
长征五号系列火箭发射支持系
统型号主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孙振莲分别就“深度
学习处理器”“柔性电子的创新
之路”“胸怀报国志，共筑航天
梦”等主题作主旨报告。

闭幕式上，徐延豪宣布下届
年会将在湖南省举办，北京和湖
南两地代表举行了年会会旗交
接仪式。

本届年会以“创新引领、自
立自强——共筑新发展格局”为
主题，搭建跨界、多元、开放的交
流、交融、交汇平台，增进开放、
信任与合作，共同探讨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机遇、策略与
路径。4900 余位国内外专家学
者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参会交流
互动，仅开幕式线上直播观看总
量超过3000万人次。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信息中心）

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圆满落幕
创新引领 自立自强 共筑新发展格局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中国科协
在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闭幕
式上发布了10个对科学发展具有
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10个
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
工程技术难题，并首次发布 10个
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
技术问题。

2021年征集发布活动重点围
绕数理化基础科学、地球科学、生
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
进材料、资源能源、农业科技、生
命健康、空天科技等十大领域，共
征集到 89家学会、学会联合体和
其他单位推荐的 472 个问题难
题。2万余名一线科技工作者和
战略科学家参与推荐和研判。经
过科技工作者初选、学科领域专

家复选和终选预选、终选等环节，
最终评选出30个重大问题难题。

2018 年以来，中国科协组织
全国学会等科技共同体，面向广
大科技工作者征集评选重大前沿
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在中
国科协年会上发布，四年共评选、
发布了 130个问题难题，130余个
学会积极参与推荐。今年首次向
近年来积极参与征集发布活动并
作出重要贡献的学会授牌。参与
评选的院士认为，此项活动极大
提升了科技共同体学术引领力、
会员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于
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明确
科研方向，聚焦关键核心问题集
智攻关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参与征集发布活动的

科技工作者和国际组织显著提
升，30 家全国学会联系了包括
IEEE、哈佛大学、国际能源署、世
界自然基金会、世界海事大学联
合会、伦敦大学学院材料研究实
验室等73家国外组织及专家参与
重大问题难题推荐工作，22965名
科技工作者参与网络初选，实名
投票 90445 票，是去年投票数的
180%。

中国科协积极推动构建重大
问题难题研判品牌体系，践行科
技共同体的价值使命，凝聚科技
工作者共识，深化全球科技交流
合作，不断研判科技发展趋势，识
别关键核心技术，团结科技力量
协同攻关，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中国科协发布2021年度重大科学问题、
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本报讯（记者 秦鑫）7月
27 日上午，由中国科协和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北
京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
名誉主席韩启德出席开幕
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科协主席万钢致开幕词，北
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致欢迎词。开幕式由中国科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主持。
广东省科协在广东科学馆设
立分会场，组织省科协机关
及直属单位干部职工、省级
学会代表线上参会，省科协
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郑庆
顺，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林
晓湧、范英妍、刘建军，一级
巡视员唐毅出席。

本届会议主题为“创新
引领 自立自强——共筑新
发展格局”。开幕式设主旨

报告和高端对话环节，分别
由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
尤政和世界工程组织联合
会主席、中国电子学会副理
事长龚克主持。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
著名专家学者，来自一线的
科技工作者，企业家代表，
港澳台嘉宾，来自海外的专
家学者、科技组织代表及媒
体记者 700 余人参加线下开
幕式。各分论坛、31 个省市
科协分会场以及海内外代表
线上参会。

本届年会设立了开幕
式、闭幕式，以及“科技共同体
担当新时代使命”“迈出‘科创
中国’新步伐”“开启国际交流
新模式”“注入创新发展新活
力”四大系列25项专题活动，
进一步汇聚创新资源，为助
力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
献力量。

省科协在广东分会场线上参加
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

广东省科协分会场。 秦鑫摄

10个前沿科学问题

●如何突破大尺寸晶体材料
的制备理论和技术？
●纳米尺度下高效催化反应
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农作物基因到表型的环境
调控网络是什么？
●中微子质量和宇宙物质-
反物质不对称的起源是什么？
●地球以外有统一的时间规
则吗？
●大脑中的记忆是如何产生
和重现的？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路径优化和稳定机理
是什么？
●铝合金超低温变形双增效
应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如何揭示板块运动动力机
制？
●“亚洲水塔”失衡失稳对青
藏高原河流水系的影响如何？

10个工程技术难题

●如何高效利用农业微生物种
质资源？
●如何解决三维半导体芯片中
纳米结构测量难题？
●如何开发比能量倍增的全固
态二次电池？
●如何发展我国自主超高分辨
率立体测图卫星关键技术？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影
像多病种识别并进行辅助诊疗？
●如何突破深远海航行装备制
造与安全保障工程技术难点？
●如何创建5G+三早全周期健
康管理系统？
●如何通过重要生态系统修复
工程构建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
网络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如何构建我国生态系统碳汇
扩增的技术体系？
●如何制造桌面级的微小型反
应堆电池？

10个产技术难题

●如何实现面向大规模集成光
芯片的精准光子集成？
●如何开发针对老龄化疾病的
医用人工植入材料？
●如何开发融合软体机器人与
智能影控集成技术的腔道手术
机器人产品？
●如何开发大规模低能耗液氢
技术和长距离绿氢储运技术？
●如何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短
舱关键技术问题？
●如何突破耕地重金属的靶向
快速经济安全减污技术？
●如何利用风光水加快实现

“碳中和”目标？
●如何攻克漂浮式海上风电关
键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难题?
●如何制备高洁净高均质超细
晶高端轴承钢材料？
●如何发展与5G/6G融合的卫
星互联网络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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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湖南两地代表举行了年会会旗交接仪式。 图源中国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