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

李 骏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

俞 飚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

李劲松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

贾金锋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

李 杰 同济大学 技术科学

中国工程院

蒋昌俊 同济大学 信息与电子

杨为民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化工冶金与材料

朱合华 同济大学 土木水利与建筑

吴明红（女） 上海大学 环境与轻纺

范先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医药卫生

贾伟平（女） 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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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
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
北京召开。最近，中共中央印发
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
作的通知》，对二十大代表选举
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组织
部近日召开会议，对这项工作作
出具体安排。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
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是开
好大会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对
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
治局会议专门研究，确定了做好
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
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负起政

治责任，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
织实施，确保代表选举工作圆满
完成。

党中央确定，二十大代表名
额共2300名，由全国38个选举
单位选举产生。做好二十大代
表选举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
主，严格资格条件，严密产生程
序，严肃选举纪律，确保选出的
二十大代表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分布广泛、党员拥护。

党中央提出，二十大代表应
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
严把人选政治关，坚持把政治标
准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选的理
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
着重了解人选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等方面的表现情况，
对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决。
严把人选廉洁关，认真落实“四
必”要求，严格甄别核查，坚决防
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要
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既要有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又要有生产和
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保证生产和
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
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
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
选；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
应占一定比例。要有经济、科
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
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
方面的代表。

党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的
选举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
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
法进行。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

极参与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根
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逐
级遴选择优。要严格组织考察，
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充分
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会代表、
党员和群众的意见。要认真搞
好会议选举，代表实行差额选
举，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

党中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
切实加强领导，周密安排部署，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
致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二十大
代表选举工作。要严肃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充分
运用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
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案件，
开展警示教育，汲取教训，引以
为戒。加强对代表选举工作的
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处，
确保风清气正。要通过做好学
习宣传、组织动员、推荐提名、会

议选举、严肃纪律等各项工作，
使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成为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过程，
成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
党纪党史教育的过程，成为党内
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
制教育的过程，进一步增强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广
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
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
在开始，到明年6月底前结束。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刚刚，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公布2021年两院
院士增选结果。2021年中国科
学院选举产生了65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
8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上
海共有11位当选，包括中国科
学院院士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6位。

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数学中心
主任李骏，中科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生命有机化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俞飚，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所）研究员、细胞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李劲松，上海交
通大学凝聚态研究所所长、李
政道研究所拓扑超导量子计算
实验平台负责人贾金锋，同济
大学教授、上海防灾救灾研究
所所长李杰。五位新晋中科院
院士平均年龄56.6岁，其中年
龄最小的李劲松今年刚满 50
岁。

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是：
同济大学教授、网络金融安全
专家蒋昌俊，中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研究院院长、教授杨为民，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注册土木
（岩土）工程师朱合华，上海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明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范先群，上海交通大学
特聘教授、上海市糖尿病研究
所所长贾伟平。

经过此次院士增选，人事
关系在上海的两院院士共184
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02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2位。在
沪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
73.7 岁，最年轻的是上海交通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席教授樊
春海（47岁）。在沪中国工程院
院士平均年龄76岁，最年轻的
是刚刚当选的吴明红（53岁）。
在 沪 女 院 士 共 19 位 ，占
10.33%，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9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0位。此
次新晋院士中，女院士有2位，
她们是吴明红和贾伟平。

值得一提的是，最年轻的
在沪工程院院士吴明红教授还
是2008年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
士，2015年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外籍院士。作为上海大学环境
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她可以说是从上海地方
高校中走出来的少有的院士。
吴明红长期从事多介质环境协
同保护与综合治理及其相关学
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获国家
发明专利65项，出版专著2部，
其论文的SCI他引数量达26000
多次，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共中央部署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提出要严把人选政治关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今年上海增添11位两院院士
本报讯 今年是上海市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创建 35 周年，从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设立全国首个“少年起诉组”
时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断发
展完善，在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分别对上
海检察机关进一步做好新时代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出要求。

李强指出，在新征程上，全
市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
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继续发
扬“以专业护未来、以创新赢未

来”精神，大力促进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
护”体系更加紧密协同，持续打
造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司法规
律、体现上海水平的未成年人检
察实践范例，推动上海未成年人
检察事业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业
绩。

张军指出，检察机关作为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职贯穿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在
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
要使命。上海检察机关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赓续红色基因，敢为
人先、勇于探索、改革创新，切实
担负起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赋予的更重政治

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以更
优检察履职助力司法与家庭、学
校、社会、网络、政府“六大保护”
相融与共、协同发力，为推动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多“上海经验”，为未成年人
安全、幸福成长营造更好环境。

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创建35周年座谈会昨
天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视
频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于绍良出席并致辞。会
议回顾总结了上海作为全国未
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源地，35年
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得的有
益成果，进一步明晰了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举
措。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主
持会议。

打造未检实践范例 提供更多上海经验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全天在金山区调
研南北转型工作。龚正指出，南
北转型是重塑上海战略空间版
图的重要抓手，是转换新发展动
能的关键举措。金山作为南北
转型的重要一极，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重
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自身定
位，加快产业转型、优化空间布
局、提升治理水平，为落实南北
转型战略要求、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作出新贡献。

毗邻杭州湾，金山区将滨海
湾区建设作为推进区域转型的

重要载体。龚正指出，金山要以
绿色生态重塑形象，以文旅等产
业赋能发展，以独特性增强吸引
力，高标准打造长三角地区休闲
度假新胜地。

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关乎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金山区
与上海石化、上海电气、东华大
学等单位合作，设立上海碳纤维
复合材料创新研究院，以科技赋
能产业发展。市领导走进研究
院，察看产业工程中心，听取金
山第二工业区转型发展介绍。
龚正指出，要着眼于增强高端产
业引领功能，让化工产业焕发出
新的活力，打造千亿级高端绿色
化工产业。

在与金山区负责同志座谈交
流时，龚正指出，当前，上海正着
力打造空间发展新格局，这为金
山转型新发展、塑造新形象迎来
了新机遇。要着力推进产业升
级，推动制造业向“战略性”升级，
推动服务业向“特色化”升级，加
快打造创新引领、动力强劲的新
金山。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全
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
高端集聚的重点转型载体，推动
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打造资源集
聚、配置高效的新金山。要着力
完善城市治理，持之以恒推进惠
民生，坚定不移优化生态环境，扎
实推进数字赋能，加快打造宜居
宜业、生态优美的新金山。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昨日，市政协召开
2021年情况通报会，向各国驻沪
机构相关人士通报年度履职工
作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市政

协主席董云虎出席并致辞。
董云虎说，市政协将紧紧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全市重要
任务落实和重大民生改善，充分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进

一步提高协商议政能力和水平，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
步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为上海当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排头
兵汇聚智慧力量。

以生态重塑形象 以产业赋能发展

进一步提高协商议政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