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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房敏获第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

9 月 25 日，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
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大会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 号召上海广大科技工作者勇当
新时代排头兵、 先行者， 为加快提升上海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全力打响 “四大
品牌”， 为上海建设 “五个中心”、 卓越的
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努力奋斗。 大会正式代
表、 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等 1300 余人参
加开幕式。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 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
到会祝贺并作重要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
长应勇，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市委
副书记尹弘 ， 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长周
波，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 市政协
副主席方慧萍等出席开幕式。

李强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
府、 市政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
说， 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 上海科
技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全市
各级科协组织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做了
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全市广大科技工作
者为上海城市发展特别是科创中心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证明， 各级科协组织
不愧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

纽带， 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愧为推进科技创
新的中坚力量。

李强指出， 当前， 全球科技创新空前
密集活跃， 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
累向质的飞跃、 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
的重要时期。 党中央、 国务院对上海建设
科创中心寄予重托， 我们一定要拿出标志

性、 引领性的科技成果， 努力掌握科技竞
争的战略主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 下好 “先手棋”， 敢闯 “无人区”， 聚
焦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人工智能、 集成电
路、 航天航空、 海洋工程等领域， 抢占科
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科学精神是科
学技术的灵魂，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挥崇
尚科学、 追求真理的示范表率作用， 坚守
正道、 严谨治学、 潜心钻研、 矢志创新，
用实际行动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让上海这
座城市创新智慧激荡、 创新活力涌流。

李强强调， 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把握
新时代科协工作新要求， 提高站位、 找准
定位、 增强能力。 始终坚持正确方向， 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切实承担起引领科技
工作者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着力
提升服务能力 ， 发挥联系广泛 、 人才荟
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 动员广大科技工作
者把才华和能力充分释放出来。 持续深化
科协改革， 把科协建成有温度的科技工作
者新型家园。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 为科协工作
提供更多支持、 创造更好条件。

怀进鹏代表中国科协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 向奋斗在上海各条战线的科
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向长
期以来关心支持科协工作的上海市委、 市
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及各有关部门和各
级党政领导、 社会各界，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近年来，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上海市科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坚持团结带
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跟党走， 积极
投身上海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中
心、 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卓越城市建设主
战场， 着力推进学术交流、 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 着力创新科普机制、 提升上海公民
科学素质， 着力提升建言献策能力、 服务
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着力创新联系机制、
服务科技工作者， 着力加强自身建设、 深
化科协系统改革， 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上
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开幕式上，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
主席姜海涛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 市科协
第九届委员会主席陈凯先代表市科协第九

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团结带领广大科
技工作者， 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和卓越的全球城市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
中国科协领导、 市领导等为第十五届上海
市科技精英、 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
第十二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及市科协系统

先进集体标兵、 先进工作者标兵称号获得
者代表颁奖。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房敏等获第十五届上海市科

技精英称号。
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上海市科协第十届委

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
娟同志当选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 上
海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上海市
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徐建光等当选市科协第

十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 会议审议通过上
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和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实施 〈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章程〉 细则 （修改草案）》。

（来源：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网）

日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癌症疼
痛诊疗规范 (2018 年版)》， 列举了癌痛的
病因、 机制及分类， 并对癌痛评估、 癌痛
治疗等进行规范。

《规范》 指出， 癌痛的治疗方法， 包

括病因治疗、 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在
病因治疗方面， 新版诊疗规范新增了中医
药、 分子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等病因治疗
方法。

此外， 在非药物治疗方面， 《规范》

明确， 用于癌痛治疗的非药物治疗方法，
主要有介入治疗 、 放疗 (姑息性止痛放
疗)、 针灸、 经皮穴位电刺激等物理治疗、
认知—行为训练以及社会心理支持治疗
等。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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