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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9 月 26日，雪龙号科考船顺利返
回上海。历时69天，自然资源部组织
开展的中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下
称“九北”)顺利结束。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九北”
是自然资源部组建后我国首次开展的
极地考察。“同时‘九北’也是年初《中
国的北极政策》发布后我国的首次北
极科考，这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白皮书
相关声明的成功实践。”科考队领队朱
建钢称。

多领域既定科考任务圆满完成
实际上，历时69天的“九北”已经

是我国历次北极科考中最短的一次。
跟队采访过程中，北青报记者在雪龙
船上亲历了航程中冰情的复杂和作业
任务的繁重。但正是在重重困难下，
由131人组成的科考队圆满完成既定
科考任务。其间，科考队先后在白令
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北冰洋中
心区域等海域开展了基础环境、海底
地形、生态、渔业、海冰和航道等综合
调查，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这对
我国北极科学研究、业务化监测体系
建设、北极环境评价和资源利用做出
了积极贡献。”朱建钢称。

实现多个“首次”与“之最”
提到此次科考的亮点，科考队首

席科学家魏泽勋告诉北青报记者，“九
北”实现了我国北极科考中的多个“首
次”和多个“之最”。其中，“九北”首次
实施业务化监测和科研项目考察相结
合的调查，保障了13项业务化项目、9
项国家科研计划支持项目和3项国际
合作等科学考察任务；首次成功布放
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冰站”、水下滑
翔机、爬升式海洋剖面浮标等无人值
守观测设备，使我国的北冰洋考察从
夏季延续到了冬季，提升了我国对北
极环境的观、监测能力；首次在极区开
展岩石拖网作业，所获得的样品还将
与地球物理观测数据结合，为研究楚
科奇边缘地的演化过程和评估极地多
金属结核结壳的资源潜力提供了翔实
的基础资料。另外，“九北”航程中实
施了88个海洋综合站位和10个冰站

的考察，冰站数量、冰基浮标以及锚碇
观测平台的布放量均为我国历次北极
科考之最。

除此之外，魏泽勋特别提到“九
北”中的国际合作，“此次科考我们实
现了与国际北极漂流冰站计划等国际
大型北极考察和研究计划的配合，其
间，大气探空等观测数据将与国际计
划实现融合和共享。”

“十北”或将由“雪龙2”号担纲
雪龙船船长沈权告诉北青报记

者，从 7 月 20 日出发到 9 月 26 日返
回，“九北”的航程超过1.25万海里，其
中冰区航行3815海里，最北航行至北
纬 84.8°，为探索北极中央航道的适
航性积累了经验和基础环境数据。

“目前，担纲‘九北’航次的‘雪龙’
号科考船是我国唯一一艘投入使用的
极地科考船。这艘船实际上船龄已经
达到了25年，可谓‘老骥伏枥’。”沈权
称，“我们这个航次内其实本来是有打
算尝试冲击北极点，但由于今年冰情
严重，考虑到时间和安全等因素，雪龙
船行至北纬84.8°便不再继续北上。”

值得庆贺的是，北青报记者了解
到，“极地老兵”雪龙船已经迎来了它
的搭档——“雪龙2”号破冰船。9月10
日，“雪龙2”号顺利下水，目前正在舾
装。作为雪龙船船长，沈权同时也是

“雪龙2”号的副总工程师。他向北青
报记者介绍称，“雪龙2”号的破冰能力
将比雪龙船有很大提高，其可以2-3节
的速度在“1.5米冰+0.2米雪”的环境中
连续破冰航行，“该船还具备船艏、船艉
的双向破冰能力，这对提高科考船被困
冰区内的突围能力帮助极大。”

北青报记者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获悉，雪龙船在结束了“九北”航次后
将不会做太多休整，将于10月初开始
试航，为不久后即将开展的中国第35
次南极科考做准备。不过，沈权向记
者透露，中国极地科考船“双子星”时
代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按计划将于明
年上半年交付使用的‘雪龙2’号或将
担纲 2019 年夏季进行的中国第十次
北极科考。” 北京青年报

中国第九次北极科考
实现多个“首次”与“之最”

一瓶洗洁精10分、一个吹风机50
分、一个电饭锅120分……近日，安徽
全椒县石沛镇大季村的爱心超市正式

“营业”了。20平方米左右的超市内商
品分类摆放，油盐酱醋、牙膏牙刷、大
米、食用油一应俱全，每种物品都明码
标“分”。

为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消除
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全椒县探索建
立爱心超市扶贫扶志模式。爱心超市
实行积分兑换制度，由各乡镇制作积分
卡并下发，村两委包片干部负责，帮扶
责任人、村民组长配合考评，通过发展
产业、劳动就业、环境卫生、政策掌握、
集体奉献等评比活动，对农户实行积分
奖励。一次评选最高可以得到600分，
积分卡每1分为1元，当积分达到一定
标准时，就可以到爱心超市兑换相应物
品。

“通过这种积分制管理，让贫困户
主动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贫困户的

志气一旦树立起来，脱贫的办法和干劲
就有了。”全椒县扶贫办副主任陈继龙
说。

今年以来，全椒县各乡镇依托现有
场地纷纷建起了爱心超市。“全县按照
乡财政统筹一部分、帮扶单位赞助一部
分、社会成功人士捐助一部分的思路，
实现爱心超市全覆盖，惠及全县困难群
众。”陈继龙表示。

爱心超市对贫困户克服等靠要的
惰性思想有积极意义。驻村第一书记
黄开用说，“现在大家攀的是谁家评选
积分多，比的是谁家干净整洁有致富门
路”。

据了解，全椒县在扶贫攻坚中始终
坚持扶贫与扶志和扶智共行，物质脱贫
与思想脱贫同步，让贫困群众认识到脱
贫致富关键靠自己，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从思想上拔除穷根，提振
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凝聚了脱贫攻坚
的向心力。 经济日报

安徽全椒：“爱心超市”扶贫又扶志

记者日前从合肥工业大学获悉：
该校科研团队首次成功将石墨相氮化
碳应用于下一代量子点显示技术。该
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
《今日材料》上，为量子点显示技术的
发展开辟了高效环保的全新材料方
向。

量子点显示（QLED）被认为是继
有机发光显示（OLED）之后的下一代
显示技术，具有色纯度高、色域宽、成
本低等优点，易于实现大屏幕、全彩
色、柔性显示，是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和
智能可穿戴显示设备的理想之选。目

前的量子点材料研究容易有重金属污
染问题，制约了量子点显示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亟须开发新型环保的高效
量子点材料。

科研人员采用热聚法合成了具有
类石墨烯二维片层结构的氮化碳粉
末，然后通过超声剥离技术制备出量
子点，并以该量子点作为发光层，采用
溶液旋涂法制作了蓝色发光的QLED
显示原型器件。

实验结果表明，这一新型量子点
的荧光量子产率达到49.8%。

人民日报

合工大研发新型量子点显示材料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2018
中国森林旅游节新闻发布会透露：2017
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13.9亿人
次，占国内旅游人数的28%，创造社会
综合产值11500亿元，成为继经济林产
品种植与采集业、木材加工与木竹制品
制造业之后，年产值突破万亿元的第三
个林业支柱产业。“十二五”时期，全国

森林旅游游客量累计46亿人次，平均年
游客量超过9亿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
15.5%。

据介绍，2018中国森林旅游节将于
12月7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此次活动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内容包括仪
式类、展示类、推介洽谈类等五大类共
24项活动。 人民日报

我国森林旅游年产值破万亿元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深入推
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年保持在
4%以上，一张张笑脸见证着“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的庄严承诺：

“孩子上学不收学费、住宿费，还能享
受国家、社会各种补助和资助，我供俩娃上
学信心都足！”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
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牛鑫乐的爸爸笑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6年间，全国共资助学生达
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
亿元。

“原来的教学楼地上墙上多处有裂缝，
让人提心吊胆。现在，孩子们的教室不仅
安全舒适，图书室、实验室、音乐室也一应
俱全。”河南省中牟县城东路小学校长郝瑞
笑了。目前，全国已有29.1万所义务教育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底线要求，占义务
教育学校总数的94%。

“营养餐有酸辣椒炒肉、筒骨萝卜汤、
土豆牛肉……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学校
吃，比家里吃得好！”贵州省惠水县长田中
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向梅霞笑了。目前，全
国3700多万农村学生受惠于营养改善计
划，男女生平均身高2017年比2012年高出
1.9厘米和2厘米。

“我除了基本工资还有生活补贴、农村
补贴，每个月里里外外多赚近千元。”从教
24年的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乡村教师张超
笑了。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核拨乡村教
师奖补资金已达157.2亿元，惠及130多万
人。

“感恩改革开放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我
们赶上了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
后哈佛大学聘任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
终身教授谢晓亮笑了，今年7月，他正式回
到母校北京大学全职任教。

……
一组数据再清楚不过：从新中国成立

时10个人中有8个是文盲，到如今新增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相当于
大学一年级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本普
及小学教育，到如今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45.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
展水平挺进世界中上行列，教育事业中国特
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
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前不久，全国教育大会召开，谋划了我
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现代教育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人民日报

中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
挺进世界中上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40年风雨兼程，国企改革攻坚克
难、上下求索，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
历程。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
向“深水区”推进，不断取得突破——

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大举措层层
落实，鲜活实践不断涌现，一大批更具
活力、更有效率、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国有企业脱颖而出，向高质量发
展迈进。

改革破局，在市场“熔炉”中百炼成
钢

今年7月，2018年《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出炉”，120家中国企业上
榜，其中包括48户由国务院国资委监
管的中央企业。

截至2017年底，全国国资监管系
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60.5万亿元，其
中央企资产接近55万亿元。今年1至
7月份，中央企业营收、利润分别达16
万亿元和10495.5亿元。

曾几何时，市场经济的大潮一度令
很多国有企业手足无措。在1998年前
后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全国约三分
之二国企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总额仅为
213.7亿元；到2003年，进入《财富》世
界500强的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只有6
家。

脱胎换骨般的快速发展背后，是来
自于改革的伟力。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初步
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迈出了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一步，大大激
发了国有企业内在发展活力。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举旗定向、谋
篇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引领国

有企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企业

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完善，中央企业分类
改革全面推开，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
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
革逐步深化，国有资产监督不断强化，
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效力不断发挥，国有资本向着做强
做优做大稳步迈进……

改革奔着问题去。一项项改革举
措落地见效，不断理顺政府与企业关
系，促使国有企业拥抱市场，在其中经
历风雨、百炼成钢，真正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
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
破解国企改革推进不均衡、部分地区和
企业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的紧迫性凸
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前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正式启动，力图打造一批国
企改革尖兵。

“国企改革不能停，也不会停下
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党的十九
大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新的决
策部署、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我们必
须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力度向更深
层次、更广范围去谋划和推进国企改
革。

开放合作，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并购全球农化巨头先正达，完成中

国迄今最大“走出去”项目；旗下倍耐力
乘用胎在米兰重新上市，成为欧洲年度
最大IPO；现有研发机构342个，其中
海外166个，位列央企首位……

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紧抓
世界经济调整转型和“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拓宽“走出去”道路，提升“走出
去”质量，全球布局好戏连台。

这是近年来中央企业扩大开放、强
化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
新，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领先地位的
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企业对外经营
性投资基本从零起步，进出口贸易数额
也非常少。到去年年底，央企境外单位
逾９１００户、资产总量达到７万亿
元，投资与业务已遍布１８５个国家和
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5年来，中央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3100多
个投资项目和工程，包括中巴经济走
廊、中白工业园、中老铁路、中泰铁路、
雅万高铁等。

在“走出去”与“引进来”协调发展
中，国有企业不仅增强了自身活力、扩
展了发展空间，也造福了投资东道国和
世界人民。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更严峻，逆全球
化倾向抬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面临诸
多变数，国有企业国际化面临新挑战新
风险。

“我们既要坚持底线思维，把困难
想得足一些；又要积极应对、主动作为，
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资委党
委书记郝鹏说。

他表示，要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
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
企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等
方面的部署，进一步夯实企业高质量发
展基础。

创新引领，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今年9月中旬，强台风“山竹”肆

虐，登陆时中心风力达14级。台风过
后，相关部门经全面检查，确认处于此
次中心风圈范围内的港珠澳大桥情况

正常。
这是继“天鸽”“帕卡”之后，这座体

现央企创新实力的“超级工程”第三次
接受强台风考验。

“慧眼”卫星遨游太空，Ｃ９１９大
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一批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彰显了中央企业“国之重器”的实力与
担当。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洋
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复兴号”
高铁投入运营……重大工程建设捷报
频传，凝聚着国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努力。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
企业赖之以赢。

作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骨干力
量，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瞄
准中高端、全力谋转型，通过强化考核
政策、完善激励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技术资本结合等一系列务实之
举，不断打通创新的血脉。

目前，中央工业企业全部建立起国
家级研发机构，央企研发经费约占全国
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获得国
家科技奖励约占同类奖项总数的三分
之一。

在加大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同时，国企创业创新成效显著。截至
去年底，央企共搭建各类“双创”平台
９７０个，建成实体孵化器和科技产
业园区２７１个，成立各类创新发展
基金２００多只。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
突破，到系统提升——创业创新与科技
突破相辅相成，正成为助推我国国有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新华网

——改革开放40年国企焕发新面貌

勇立潮头 奋楫者先

1978年1622亿元，1992年突破
1万亿元，2007年突破 10万亿元，
2012年突破20万亿元，2017年接近
28 万亿元……这条持续跃升的曲
线，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
增加值的增长轨迹。

如果按可比价计算，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8%，2017年比1978年增长了53
倍，很多产业从无到有，200多种工
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门类齐
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中国制造
业占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的2.7%、
居世界第九位，跃升到 2010 年的
19.8%、居世界首位，并自此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着力推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使工业经济发展由数量规
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中国由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快。据
测算，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分
别增长10.0%、10.5%和11.0%，增速
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3.9、4.5 和
4.4个百分点。

高新科技产品增势强劲。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69万
辆，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
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
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
比均超过50%，多晶硅、硅片、电池
片、组件产量均高速增长。

传 统 产 业 加 速 优 化 升 级 。
2013—2015年，全国共计淘汰落后
炼铁产能 4800 万吨、炼钢 5700 万
吨、电解铝110万吨、水泥（熟料和粉

磨能力）2.4亿吨、平板玻璃8000万
重量箱。在此基础上，2016年、2017
年又化解钢铁产能1.2亿吨、煤炭产
能5亿吨，全面取缔1.4亿吨“地条
钢”，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
千瓦以上。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
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工业正向
中高端水平持续迈进。2017年，高
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比上年增长13.4%、11.3%，增速分别
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8和4.7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为12.7%和32.7%；与2012年相比，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比重分别
上升了3.3和4.5个百分点。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中
国制造正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正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工业巨轮正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朝着世界制
造强国破浪前进。 人民网

我国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工业动能 澎湃向上

铜陵：梧桐花谷花满天 百合花海醉游人

山峦下花团锦簇，喜迎八方客人。

空中俯瞰，繁花锦簇。花丛中游人与花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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