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16 2021年2月1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迎军 版式：赵灯明

17 日早 7 时 50 分，“子弹头”
G8312次高铁列车从连云港站缓缓驶
出，向徐州方向飞驰而去。

2021年春运是徐连高铁的第一个
春运。春节前夕2月8日，徐连高铁刚
刚开通运营，徐州至连云港间60分钟
可达。

这段高铁全长185公里，看起来似
乎并不起眼，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它的开通意味着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最长横向通道——连云港至乌
鲁木齐的高速铁路全线贯通，为新亚欧
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铁建铁四院徐连高铁设计负
责人徐光表示，徐连高铁是“八纵八横”
连云港至乌鲁木齐通道的最东段，也是
最后通车段，与此前陆续开通运营的徐
州至郑州、郑州至西安、西安至宝鸡、宝
鸡至兰州、兰州至乌鲁木齐高铁相连，
形成横跨3个时区的全长3422公里陆
桥通道。

打通最长一“横”，也意味着我国
“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越织越密。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东
福表示，随着近年来多条高铁的开通，

“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八纵八
横”高铁网加密成型。

一个个数据，印证着中国高铁的不
断前行：到2020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14.63万公里，比“十二五”末的
12.10万公里增长20.9%。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达到3.79 万公里，比“十二
五”末的1.98万公里翻了近一番。

仅2020年一年间，全国铁路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7819亿元，较年初计划
增加719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5550亿元以上，超过2019年水平；新
线投产4933公里，新开工项目20个。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中国铁
路建设投资持续加大，铁路网特别是高
铁网规模和质量实现重大跃升，京张高
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建成运营。
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一张世界上最现
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正在
快速延展。

高铁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与东
北地区的互通交往，成为助力东北全面
振兴的催化剂。去年年底，京雄城际铁

路开通运营，北京至雄安新区实现30
分钟通达。今年1月22日，北京至哈
尔滨高铁北京至承德段开通运营，京哈
高铁实现全线贯通，北京至沈阳、哈尔
滨最快2小时45分、4小时52分可达。

在高铁最密集的长三角地区，区域
内除舟山市外的其他所有地级市实现
市市通动车，形成了0.5小时—3小时
城际交通圈，促进同城化效应不断扩
大，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等作出了贡献。

在中部，高铁网去年年底迎来新成
员。随着合安高铁开通，合宁、合武、京
港、商合杭、合福、合蚌、合安高铁等7

条线在合肥交会，进一步完善合肥“米”
字型高铁格局，使合肥铁路枢纽成为东
连江浙沪，南通赣闽，西达川鄂、北上京
津冀的高铁咽喉要道。

在西北，不久前开通的银西高铁是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
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国首条穿越黄土高原地带的高
铁，更是串联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首条高
速铁路。银西高铁开通运营后，形成了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和以银川
为中心的沿黄城市带之间的快速交流
通道。从西安乘坐火车到银川由原来
的15小时缩短至3个半小时左右，极
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

在西南地区，成渝高铁完成提速改
造，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按时速
350公里运营的高铁，成渝间实现高铁
公交化运营1小时直达，实现双城生活

“说走就走”。
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

年来，高铁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客流
出行，动车组列车承担客运比重持续提
高。2019年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35.7亿人次，同比增长7.7%，其中动车
组22.9亿人次，同比增长14.1%，高铁
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杨浩表示，高速
铁路覆盖范围扩大、成网运营，进一步
完善了我国高铁网结构，改善了大众的
出行环境，特别是对交通欠发达地区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人员往来和经贸
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电）

打通最长一“横”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

据新华社电 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
议员、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本
尼·汤普森16日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指控他煽动国会骚乱。

当天的诉讼由美国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以汤普森的名义在哥伦比亚特
区联邦地区法院发起。除特朗普外，同
时被起诉并面临相同指控的还有特朗
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两个极
右翼团体。

诉讼指控相关被告人合谋煽动暴
徒于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以暴力手
段阻止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诉讼
还向相关被告人索取惩罚性和补偿性

损害赔偿。
这是国会参议院2月13日结束特

朗普弹劾案审理并宣判他无罪以来，特
朗普面临的第一场诉讼。

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突破
警察封锁，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正
在举行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认
证过程被迫中断，混乱和暴力造成5人
死亡、多人受伤。1月13日，国会众议院
表决通过一项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的弹劾条款。2月13日，国会参议院结
束为期5天的弹劾案审理。由于表决中

“有罪”票数未达到定罪所需的三分之
二多数法定门槛，特朗普被宣判无罪。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起诉特朗普
指控其煽动国会骚乱

新华社电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
为提高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加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传
染病防控，教育部近日联合卫生健康委
印发《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
办法》，强调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防
接种证。

查验办法明确，现阶段全国所有托
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当开展入
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查验对
象为所有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
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儿童入
托、入学时，须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评估结果，并督促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
监护人及时带儿童到接种单位补种疫
苗，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
作须在新生开学后或儿童转学、插班
30日内完成。

根据这一办法，对需要补种疫苗的
儿童，疫苗补种工作由儿童居住地的接
种单位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所在
地接种单位负责，完成补种后，接种单
位应在预防接种证上入托、入学预防接
种完成情况评估页填写补种完成信息，
交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当年12
月底之前再次查验。

教育部强调

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近日，“第四届全国白酒品
酒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结果公布，来自
洋河股份的李薇、陈诚、毛淑波3人凭借
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竞赛成绩，一举包揽
大赛前三名。就在不久前，“2020年第
四届江苏省白酒品酒职业竞赛”结果揭
晓，洋河股份同样包揽了一二三等奖。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生产力。对
于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近年
来，洋河股份打通引进、培育“关节”，持
续打造人才发展新高地。

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圈

“展望未来,我们只有一个奋斗目标，用
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尖端的科技助力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2021年开年，洋河股份在企业
年度大会上提出实施硬核六工程，其中之一
便是“坚持品质为王”的产品全面升级工程。

工程背后必然需要雄厚的科技实
力做支撑。洋河人深知，想要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必须不断提升质量
水平，向质量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酿造工艺，洋
河股份先后搭建了“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中国白酒健康研究院”等国内规模
领先的十大研发平台，将“创新”两字写
得扎实有力。

与此同时，洋河股份还系统地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富有创新含量的高科技产业，
从建设“绵柔智谷”开始，持续将技术和资
源向研发平台倾斜，并逐年在科研项目上
加大投入。2020年上半年，企业用于研发
上的费用同比增长3.6倍。

去年9月份，洋河股份“天下第一坛”
正式落成。坛高9.5米，坛体最大直径6.5
米，储存绵柔原酒十万升。价值6亿元的

“天下第一坛”是世界单体储酒规模最大
的陶坛，屹立于洋河股份陶坛储酒核心
区，成为企业拥有庞大酿酒产能和储酒规
模的标志，也成为企业打造“更绵柔，最绵
柔”的极致绵柔品质无声的宣誓。

科技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澎湃动力。截至目前，洋河股份
掌握产业前沿技术、核心技术60多项，获
得国家、省部级以上奖项80多项，拥有国
家授权的发明专利220多项，通过国家和
省级鉴定的重大和核心科技成果20多项。

国内权威白酒专家、江南大学副校
长徐岩对于白酒品质有着深刻的见解，

他认为洋河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并
把品质做到了极致。

持续赋能优质人才培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各地竞相打造人才高地,为赢得
新一轮发展机遇,企业必须积极作为。
作为绵柔型白酒风向标和科技创新型
企业，洋河股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精
准洞察消费者需求以及产业链生态，着
力推进科技人才的打造。

如果说生态环境赋予了得天独厚的酿
造空间，人才生态则是为酒企提供了更强劲
的生命力；人才队伍的完善，往往能拓展一个
企业、一个产区或是一个产业的生长维度。

为了保证绵柔品质和口感，洋河股
份培育了一支优秀的工匠队伍、一支出
色的酿酒工程师团队，还拥有了全球先
进的酿造分析设备和数据检测体系。
与此同时，企业深入实施“个十百千万”
人才工程，以此推动白酒行业由传统工
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并随着消费人群
的迭代，不断掀起品质革命“新浪潮”。

洋河股份对内每年都要对品酒师
进行多次封闭式培训，对外坚持“以赛

促培”模式，在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全
国品酒师大赛中，洋河连续三年摘得桂
冠。除大赛本身设置的奖金和个人荣
誉外，企业还对获奖选手额外给予奖
励，形成“付出的努力必有所回报”积极
健康的创业氛围。

此外，为了大力推进技能“青苗人才”
培养，洋河股份持续推进“校企合作”模式，
与宿迁学院合作创办了“宿迁学院洋河学
院”。学院紧盯白酒行业前沿性课题，共享
优质资源，共建实践教学、创新创业基地，
为企业人才培养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据洋河股份技术中心相关人员介
绍，在创新驱动下，洋河从研发、酿造、
品鉴等多方面，真正锻造了一支能打硬
战、能打胜战、能打持久战的技术铁军，
构建了由31位国酒大师、2名国家评委
专家组核心成员、69名省级品酒委员、
1861名技术人员组成的人才梯队。

得益于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洋河
股份的研发团队多次突破核心技术，先
后成功研发了“梦之蓝M6+、梦之蓝·手
工班、梦之蓝·水晶版、苏酒·头排酒”等
绵柔健康新产品，使得企业有实力、有底
气打好“品质革命”攻坚战。 若尘

洋河股份“引培并重”打开人才成长通道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月1日发
表题为《埃隆·马斯克公布到2026年把
人类送上火星的宏伟计划——比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早7年》的报道称，埃
隆·马斯克公布了一项到2026年将人
类送上火星的宏伟计划，这比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制定的让宇航员
登上火星的目标早7年。

建立火星文明

这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
始人1月 31日在语音社交应用程序

“俱乐部会馆”上开聊。他说，他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火星文明。

这一雄心勃勃的最后期限意味着
他有 5年半时间来让庞大的星船升
空。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枚
约49米高的巨大火箭仍处于原型机测
试阶段。

目前抵达火星至少需要6个月的
时间，但马斯克认为可以降至一个月，
每两年执行飞行任务。

他说，随着推进剂制造、食品生产
和发电厂的开建，第一个火星殖民地将
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危险的、“类似边
疆”的环境。

NASA计划到 2033 年把首批人
类送上火星，这是它的“阿耳忒弥斯”计
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在2024年让首
名女性登月。

尽管马斯克希望到2026年实现人
类登陆火星的目标，但他是务实的。他
说，由于技术障碍，这不是一个硬性的
最后期限。

马斯克说，人类在能搭乘星船前往
火星之前，需要从现在到2026年之间
取得一系列技术进步。

这包括确保星船可完全重复使用，
还能进入轨道，并在那里为漫长的6个
月火星之旅补充燃料。

重复利用火箭

他还说：“你不能每次都把火箭扔
掉，你还需要在轨道补充燃料，即把一
艘飞船送入轨道，然后再把另一艘飞船
也送入轨道，转移推进剂。”

马斯克说，如果有一枚可充分重复
使用的大型火箭，加上轨道补充燃料和

“高效低成本推进剂”，那么你就可以前
往火星。

他希望未来把从地球到火星的旅
程时间从目前的最少6个月缩短到一
个月。

马斯克说：“最后一件事是，你在火
星上需要本地的推进剂生产。”

他补充道，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
“在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将其与水冰
结合起来，生成甲烷和氧气”。

他说：“如果具备这些要素，生命就
可以变成多星球生命，我们可以在火星

上拥有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市——这是
我们为确保有意识的长期存在所能做
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最新的星舰SN9原型试验箭将进
行多次试飞。马斯克希望在2024年的
某个时间点让一艘无人星船往返火星，
随后在2026年实现载人火星旅行。

他说：“在地球45亿年历史上，首
次有可能将生命延伸到地球以外，并使
生命变成多星球生命。”

确保生命延续

他说：“人类是生命的代理人，我们
有义务确保地球上的生物生生不息，即
便地球上发生灾难，不管是人为灾难还
是自然灾难——如果你看看化石记录，
就会发现有很多物种大灭绝。”

他提到了“大过滤器”，即在涉及火
星上的人类生命时，火星可以自给自足
的阶段。

他说：“我们何时跨过大过滤器的
关键门槛是——火星生命是否具有足
够的自给自足能力，如果不再有飞船来
自地球，它是否会消亡？”

他说：“这涉及到确保我们跨过这
个门槛，即如果某种灾难阻止飞船前往
火星，它将能够自我维持。”

他说，这一开始将是一个危险的小
规模前哨站，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
作。这个“边疆环境”消亡的途径比在
地球上要多得多。

马斯克说：“这会很有趣，也是一次伟
大的冒险，但不会是一个豪华的开始。”

他说，推进剂制造厂、太阳能发电
站、食品生产、铁矿石精炼厂都是火星实
现自给自足所需要的“工业基本要素”。

马斯克说：“随着时间推移，你可以
通过把火星变暖来让其地球化，从而使
火星变得像地球一样。”

（据新华社电）

马斯克叫板NASA：看谁先送人上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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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综合新华社驻亚欧
地区记者报道：17日，亚欧地区新冠疫
情持续趋稳，部分国家继续加快疫苗
接种进程。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7日消息，
过去 24 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2828例，累计确诊4112151例，累计
死亡 81446 例，累计治愈 3642582
例。莫斯科市副市长拉科娃17日对媒
体说，该市目前已有超过55.5万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还有约6万人将在未来
两周内接种疫苗。

据乌克兰卫生部17日消息，过去
24小时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286
例，累计确诊 1280904 例，累计死亡
24689 例，累计治愈 1128895 例。目

前，乌克兰正加紧对新冠疫苗移动接
种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将组建600个新
冠疫苗移动接种医疗队。

据哈萨克斯坦卫生部17日消息，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796例，累计确诊
204055例，累计死亡2664例，累计治
愈187545例。据当地腾格里新闻网
16日消息，哈萨克斯坦武装部队将在
今年3月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相关野
战医院、流动医院已经准备就绪。

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17日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36例，累计确诊79497例，
累计死亡622例，累计治愈77993例。
乌国家通讯社当日报道，该国已正式
认证并批准使用俄罗斯产“卫星V”新
冠疫苗，并计划采购100万剂该疫苗。

新冠疫情持续趋稳

亚欧多国加快疫苗接种进程

马来西亚定于本月26日启动疫苗接种，首批接种者为医护人员等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图为17日，人们在马来西亚沙阿兰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前登记。

（新华社/美联）

图为2月8日，旅客和乘务人员在从徐州东开往连云港的首发列车G8305
次车厢内合影留念。 苏阳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