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伞、两把伞、三把伞……雨伞一
把接着一把，簇拥在一起，连成一道四五
米长的长廊，从医院大厅通往客车大门，
一个又一个老人，被护送到车上。

7月 11 日早上 6点，雨水如注，成都
晚霞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内，护工骆大姐
看着 20多米外汹涌的河水，忧心忡忡。

“赶紧转移！”养老中心当机立断，
准备将院里的老人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些老人平均年龄 84 岁左右，最大的已
经有 102 岁。从早上 6 点到下午 1 点，
280 多位老人被成功转移。

有人提议 把雨伞撑开连一起 不要
让老人淋湿了

上午10点左右，一辆大巴车开进了
养老中心。“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工作
人员指挥着车辆尽量接近大厅台阶，最终
还是受地形影响，隔了四五米远。

盯着眼前的景象，一些老人抓着轮
椅，不肯离开。“我们去买糖，买糖哈！”
一位护工推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把她哄
到车上去。

“我们把雨伞撑起来，连在一起，不
要让老人家淋湿了。”现场一位工作人

员提议，来自民政局、街道办、社区、派出
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聚拢在一起，把
各自的雨伞撑开，连成一道长廊。

雨伞底下，老人们被抬上了大巴车，
实在不能抬动，就由一名工作人员背着
老人上车。

众人响应 用伞筑成避雨通道 “能
护送老人是荣耀”

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被送往车上，
站在两边的撑伞者，尽力将伞举得更高，
整个身子暴露在雨水中，水滴顺着发梢
流下来，却还叮嘱着护送老人的工作人
员，“慢点！慢点！小心雨伞碰到老人。”

直到一车 39 个座位都坐满，雨伞才
渐渐散开，等到又一辆车开过来时，这些
雨伞都自觉聚拢到一起。

一名撑伞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养老
中心很多老人都已经 80 多岁了，其中有
参加过抗战的老兵，甚至有红军战士，能
够护送他们，本身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金牛区民政局老龄办主任段福生
说，当天共有 160 多人参与到这场大转
移中，共有 4 辆大巴、20 多辆商务车和
小轿车加入了转移大军。

老人与狗 小狗被民警抱上车 八旬
老人露出微笑

根据预案，中心 280 多位老人需要
转移到郫都区和双流的两个院区。下午
1 点左右，最后一辆大巴车接满了一车
老人。一只黑色小狗站在车前，望着车门
的方向，老人们也将脸贴着窗户，望着小
狗。

“人齐了，可以走了！”民警拍着车
窗，告诉司机可以发车了，司机探出头，
指了指前排一位老人，“小狗是他们
的。”

民警迟疑了一会儿，在车门快要关
上时，把小狗抱到了车上。“是你的吗？”
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点了点头，“嗯，
我养的。”老人 80多岁，一头银发，她抱
着小狗，露出了微笑。

“养老院本来是不准养狗的。”养老
中心的奉院长默许了老人的请求，这条
狗应该是闯进院子的流浪狗，既然老人
们喜欢，就让他们带着一起走吧。接近下
午两点，老人们都被送往了安全地带。老
人们原本居住的住宿区域，水还没有涨
起来。 成都商报

280位老人暴雨中大转移 160 多人护送搭起避雨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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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 月 7 日，第一批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6 个督察组
全部完成督察进驻工作。督察
组交办的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
题，地方已办结 28076 件。其
中，责令整改 22561 家；立案处
罚 5709 家，罚款 51062 万元；
立案侦查 405 件，行政和刑事
拘留 464 人；约谈 2819 人，问
责 4305 人。从被督察地方报送
情况看，河南边督边改问责达
1015 人，广东拘留环境违法人
员 162 人，江苏处罚金额近 2.4
亿元。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6 个督察组于今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陆续对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
东、广西、云南、宁夏等 10 省
（区）实施督察进驻。

进驻期间，督察组共计与
140 名领导干部进行个别谈话，
其中省级领导 51 人，部门和地
市主要领导 89 人；对 120 个地
（市、盟）开展下沉督察。督察
组高度重视群众环境诉求，截
至 7 月 7 日，共收到群众举报
45989 件，经梳理分析，受理有
效举报 38165 件，合并重复举
报后向地方转办 37090 件。各
督察组注重信息公开，针对督
察发现的“表面整改”“假装整
改”“敷衍整改”等问题，经梳
理后陆续公开 50 余个典型案
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发挥了
督察震慑、警示和教育作用。

经过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
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整改
不力不实的问题得以再次查
处；一批督察整改过程中形式
主义问题得到严肃问责；一批
被故意掩盖的问题得以曝光并
全面整改。

根据督察安排，各督察组已
进入督察报告起草和问题案卷梳
理阶段，并安排专门人员继续紧
盯地方边督边改情况，确保尚未
办结的群众举报能够及时查处到
位、公开到位、问责到位，确保群
众举报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 人民日报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问责已超 4000人

“中国的表现是今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中最突出的内容。中国的全球排名
从去年的第 22 位上升到今年的第 17
位，是唯一一个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
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如是评价。

7 月 1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 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进步让人瞩目，是
唯一一个创新指数持续攀升的国家。”
在 11日的 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圆桌会议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和
统计司综合指标研究处处长沙夏·文森
特通过电话向记者表示，正如他多次来
华访问所看到的那样，该指数反映出，
中国的创新正从数量跃升转向质量提
升。

全球创新指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共同发布，是衡
量一个经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的
指标，于 2007 年首次推出，每年发布一
次。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一直稳步上

升，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上升了
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
任陈宏兵介绍道，该指数是一个详细的
量化工具，根据反映创新投入和产出的
共 7 大类 80个指标对 126个经济体进
行排名。

高锐说，从投入看，中国对人力资
本和研发投入的绝对值排名全球第二；
从产出看，中国是专利申请最多、科技
出版物最多以及科技工作者和研发人
员数量最多的国家。

具体来看，2018 年，中国的产出分
指数进入前 10，投入指数上升至第 27
位，效益指数连续两年位列第三。陈宏
兵认为，这说明中国创新效率较高。

“这一指数表明中国提前两年实
现政府预定的 2020 年成为全球创新
型国家的目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全球创新指数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北
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全球创新指数
研究中心主任陈东敏分析，去年到今

年五个名次的提升并非单一指标的带
动，而是反映了中国创新质量的提升、
创新体系的均衡发展，“要归功于过
去几年中国政府鼓励创新的系列政
策，包括人才培养和引进、知识产权战
略的实施等等。”

陈东敏同时分析，2018 年全球创
新指数分析指出中国有待提升的方面
主要有：创造力人才的培养、资本市场
的开放程度、微金融服务体系和中小
企业的融资生态等等。“近年来，中国
政府在简政放权，改善营商环境等方
面做了大量政策和结构性的调整，随
着这些举措的进一步实施和生效，这
些分指标将会得到相应提升。”他说。

他特别提到，尽管如此，中国要实
现在 203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
标，还必须在降低单位 GDP 能耗、增强
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下功夫。他说，数
据显示，在人工智能、3D 打印、纳米技
术等领域，中国的专利数量走在前列，
但大部分掌握在高校手里。如何将大学

和科研院所成果对接到企业是个重要
课题，“高校成果能否顺利转化是驱动
中国产业提升的关键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
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玄兆辉也
指出，通过该报告也可以发现我国创新
的一些短板，如开放创新方面还有待加
强、营商环境还需完善等等。

具体到科技创新，玄兆辉说，这是
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高端技术的产
生需要持续高强度投入。“虽然我国的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已经达
到 2.12%，但突破 2%只是近五年的事
情，而美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今
都保持在 2%以上。按美元汇率换算，
中国研发投入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二分
之一，从近 10 年累计投入看，我国的
总量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他说，中
国的国家创新能力还有很大上升空
间，这将推动创新指数世界排名的继
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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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指数进入全球前二十
如何判断企业信用是否良好？查询

企业的“信用身份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就可知道。目前，我国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已基本实现全覆盖，18 位代
码正逐步发挥强大的信用力量。
多码改一码，减轻企业负担也承载企

业信用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1 位机构

类别代码、6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
码、9 位主体标识码、1 位校验码，与公
民身份证号一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也
有 18 位。“相当于赋予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陈洪宛说。

“一户一码，终身不变”，陈洪宛介
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有唯一性和稳
定性，一个主体只能拥有一个统一代
码，一个统一代码只能赋予一个主体。
在主体存续期间，不管其信息发生什么
变化，统一代码均保持不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便利
了企业。过去，企业从注册到营业要跑
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获取工商注册
号、纳税人识别号等多种登记证号。
“改革后，多码改一码，多次办理改为
一次办理，市场主体办事手续简化，节
省时间成本，而且发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不收取任何费用，企业不用再缴
纳代码费及年检费。”陈洪宛介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还是企业信用
记录的载体。陈洪宛说：“政府部门、社
会公众通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以有
效识别主体身份，并对信息进行关联比
对分析，为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和应用创
造条件。”

这个机构“身份证号”已基本实
现全覆盖。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截至
目前，企业、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
等机构的存量代码已 100%转换到
位，个体工商户存量代码转换率达到
99.97%。

信用代码生成企业信用画像，大大
降低信用评价成本

从申请贷款到放款，一个月时间
就拿到了 200 万元无抵押的信用贷
款。今年 2 月，安徽椰芝岛食品有限公
司快速申请到贷款，赶在旺季到来之
前筹够了原材料资金。解决椰芝岛的
燃眉之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功不可
没。

“我们了解企业情况后，通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的关联，对企业进行全息
画像，客观地向当地邮政储蓄银行提供

该企业信用现状评价，解决了中小企业
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科技
公司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途告诉记者。

曾途介绍，以前由于存在多个代
码，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没有统一编码，
在处理数据时要运用多种规则和不同
算法，数据处理难度大、成本高，现在政
府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后，大大节约
了数据处理成本，并且将企业信息匹配
的精准度提高到 99%。目前通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的关联，成都数联铭品将
大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散落在各部门
的各类公开信息进行归集整理、挖掘分
析，可提供秒级响应的企业信用画像。

同时，在“信用中国”网站，通过输
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普通老百姓也能
查询到相应的企业信息、信用记录，保
障了公众的知情权。陈洪宛介绍，想要
了解一家企业的基本信息、经营状况，
只需知道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便能
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中查到与该企业相关的信
用信息。

共享应用让统一代码“活”起来，
有力支撑联合奖惩

一个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集合起
来、实现共享，支撑的是“守信者处处便
利、失信者处处难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大格局。一“码”当先，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这
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机制打牢地
基，为政府监管和服务提供支持。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国家发改
委发布了多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
名单，随之同步公布的还有每一个失信
行为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这一过程
的实现，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共享交
换、打破“信息孤岛”的进步。

“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
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各领域的
信用记录归集整合到当事主体名下，
有效实现各部门、各地区间信息交换
共享，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同时，
也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创造条件，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陈洪宛表
示。

实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归集
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近 3 年
来，已经实现了与 44 个部委、各省区
市和 70 家市场机构互联互通，归集信
用信息超过 225 亿条。

人民日报

一“码”当先！
我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记者 7 月 15 日从科达煤炭化学
研究院获悉，一种由纯碳作为主要成分
的高容量高密度锂电池用特种碳负极
材料在该院问世，目前，基于这种材料
的全新电动汽车锂电池已经在成都南
光新能源公司正式试产。

据了解，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动
力系统中，锂电池的容量（即电池单
体能量密度），完全取决于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的成分合成。我国首块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发明人、成都南光新
能源公司总工程师刘昌国博士介绍
说，锂电池国产化以来，负极材料一
直以天然石墨为主要成分，充电时间
长、单体容量密度低等技术瓶颈，致
使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难破
300 公里极限。而从实验数据和产品
性能测试来看，这种由全新材料制备
的锂电池可以实现汽车续航里程突
破 600 公里。

技术发明人、榆林科达煤炭化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峰介绍道，新单
体电池的储能材料在研发上抛弃了传
统的天然石墨，通过物理方法和化学方
法将纯碳制成高容量高密度的锂电池
负极材料。

实验表明，这种全新负极材料的
克容量可达 2200mAh/g ，负极片压
实密度超过 2.0g/cm3，配以正极用
三元材料加钴酸锂，锂电池的质量能
量密度可超过 350Wh/kg。“此外，基
于新材料的锂电池充电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这更是传统电池无法企及
的。经过试验，新材料电池在充电和
使用过程中，温度始终为常温。”贺峰
说。

刘昌国表示，国内新能源动力电池
领域的专家曾对国产锂电池在 2020
年 能 否 实 现 单 体 能 量 密 度 达 到
350Wh/kg 表示过担忧，而正在试产
的新电池已经超越了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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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碳负极材料可使电动车实现 600 公里续航

彩虹 夕照 郎永红 摄

天门山，位于铜陵县(现义安区)东
南方天门镇与青阳县交界处，主峰海拔
576 米。据地质资料表明，大约在一亿
八千万年以前的印支运动时，该地区埋
入东海梢的岩层褶皱上升成山，又在七
千万年以前的燕山运动作用下，再次强
化了印支运动形成的构造。小溪自分水
岭向西和东南流入山间小河，主峰北侧
的天门泉、梵天泉的泉水可供山下人们
饮用和千亩良田的灌溉，两泉合流经古
镇顺安入江。

当你站在天门山主峰的峰顶上，东
北方向 40 里远古镇顺安，西方 30 里
远奔腾不息的长江都可尽收眼底。南
面，条条山脉相连，恰似数条巨龙直扑
天门主峰，十分雄伟壮观。顺着山脉由
东向西，一条十里长冲蜿蜒前伸，每当
洪水季节，各处的流水汇成一条青龙发
狂似地向冲口涌去，意欲冲垮一切。雨
过天晴，泉水细流连成迂回曲折的小溪
清澈见底，溪中小鱼自由自在地漫游。

山上有种类繁多的树木，几人合抱
的水桦树，历尽沧桑仍然顶天立地；大
面积的毛竹，虽经风雪仍挺拔秀丽；汁

浓、芳香的“天门云雾茶”是铜陵最上
品 ，可与“黄山毛峰”相媲美；丛林中
原先还有梅花鹿、黑毛虎、金钱豹等动
物出没；山上中草药种类繁多，达一百
三十多种，其中有人参、贝母、石斛、石
耳、七叶一支花、明党参等。

天门山主峰十几里由丁氏、盛氏、何
氏三大家族占有。东头归丁氏；中间归盛
氏；西头归何氏。由于丁氏来的早，发迹
较快，共有十房，占地面积十分广大，号
称二万丁。由于人丁兴旺，就想继续扩大
地盘，侵占盛氏山场。苦于盛氏当时也是
一个大家族，况且还有人在朝廷做官，于
是丁氏一时不好下手，只有等待时机。

事有巧合，正好盛氏问事先生盛亮
有一个姑娘嫁给丁氏的某一青年，出嫁
这天，姑娘将本族唯一的一份“地契”带
走了。丁氏得到了这份地契，如获至宝，
认为时机已到，他们藏过地契就大胆地
侵吞盛氏的山场。盛氏实在气愤不过，认
为本族有人在朝廷做官，就写了状纸告
到县衙。县老爷接到状纸，不敢怠慢，立
即传唤了丁氏问事先生丁明上堂问案。

丁明早有思想准备，已成竹在胸，

当县老爷当堂宣读了盛氏的状纸后，问
丁明，盛氏所告是否属实。丁明矢口否
认，并且反告盛氏依占有人在朝廷做官，
占势欺人，贼喊捉贼，还请青天大老爷为
小民作主。县老爷听了，心中盘算，认为
丁明说得也有一定道理，这时丁明、盛亮
则争吵不休。而堂上的县老爷也不制止，
想从他们的争吵中找出一点答案。吵到
后来，县老爷一拍惊堂木问丁明：“本官
问你，你说是盛氏侵占了你的山场，那么
你们为何一直没有告状？”

丁明说：“回老爷，不是我们不告，
我们两姓过去一直相处不错，两姓开亲
的又多，要是为了这么一点山场，破了
面子不值得，如今他们告了我们，我们
不得不据理力争。”

县老爷一听，觉得理由充分，又说：
“既然这样本官再问你，你们有何证
据？”

丁明说：“我们在山上建有一座
庵，叫做‘望霞庵’就是证据，不信，老

爷可以实明察。”
县老爷又问盛亮：“丁明所说可属

实？”
盛亮说：“没有此事，纯属假话，老

爷可到实地察看，果真有‘望霞庵’我
们甘愿服输，任凭老爷裁断。”

县老爷又追问了一句：“果真这
样？”

盛亮说：“在大人面前，不敢狂
言。”于是县老爷当堂宣布：“你们各自
回家，我明日上山实地察看。”

第二天，县老爷坐着轿子来到天门
山。在山下，他看到有几个牧童在放牛
戏耍，就打开轿帘问：“小牛倌，你们天
天在这里看牛，可知道这一带的山是哪
家的吗？”说着就用手一划。孩子们顺
着县老爷手指的地方看了一眼回答：
“是丁家的山。”县老爷心想，小孩子嘴
里掏真言，看来此话不假。随后县老爷
就由衙役陪同上山察看，一行人走走停
停，直到午时才上到了半山腰中的毛竹

园处，当他举目一看，不远处果有一座
望霞庵。一行人来到庵前，四周察看，墙
上爬满了爬壁虎藤，墙脚的石条上长满
了青苔，离庵不远的地方有块菜园地，
地里的韭菜长得绿茵茵的，实在喜人。
随后，他们一行人进了望霞庵，庵内一
口清澈见底的水井里，还有几条约五寸
长的鲫鱼在漫游。庵堂供奉着一座千手
观音菩萨坐像，坐像旁几个尼姑正在念
经。正面的香炉内香烟缭绕，蒲团上跪
着几个信徒在虔诚地求佛保佑。劳累了
半天的县老爷也无心细看，命众衙役下
山坐轿回县衙去了。

由于盛亮有言在先，县老爷又实地
察看了望霞庵，就这样，盛氏莫名其妙
地打输了这场官司，并且还赔偿了白银
五百两以戒诬告之罪。据说从那时起，
盛氏发誓：“盛家女不嫁丁家男，谁要
开亲就断子绝孙”。

那么丁氏是如何赢了这场官司，望
霞庵又是怎样建起来的呢？原来丁氏得
到了盛氏的山场地契后，一方面利用
“小孩嘴里吐真言”的心理，采取买好
吃的东西给放牛的牧童和周围村庄的

小孩吃，教他们唱歌谣：“天门山呀尖
又尖，处处都是好地盘，你也想罗他也
要，盛家后来丁家先”。另一方面就暗
中派人到盛氏的山头上砍柴、砍树，还
有意伤害盛氏看山的人，常常无事生
非，挑起事端，迫使盛氏告状打官司。再
一方面经过精心安排和计划，丁明在县
衙的大堂上突然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望霞庵”，造成盛亮的错觉而轻易表
态。致使县老爷也坠入了丁氏的圈套，
将山场断（判）给了丁氏。

由于县老爷当堂宣布要上山察看是
否真有望霞庵,此事虽在丁姓的策划预料
之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县老爷会来得这
么快，使丁明感到暗暗吃惊。回来后立即
召集本族所有男丁，经过周密的安排和细
致的分工，连夜组织人员从山下排到山
上，运石、运料、传砖、挖基、盖庵、打井、铺
路，在门板上放带土的韭菜并埋在菜园
里，众多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于天明以前
全部完工。骗过了粗心的县老爷。

从那以后，天门山“美女献花地”
这块宝地，既有盛氏老祖坟，又有丁氏
老祖纹。

奇妙的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