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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

春运送温暖

创新一线看“六稳”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春运期间，青岛团市委组织多
路春运暖冬行动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交通枢
纽为旅客提供便利，用微笑和热情
温暖旅客的回家路。据介绍，青岛
青年志愿者春运专项志愿者服务已
连续开展 6 年，志愿者大部分是当
地高校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奉献青
春、服务社会。

图为1月14日，青年志愿者在
青岛火车站地铁转换大厅为旅客和
保洁人员送“福”字。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我就是那个人。”罗军嘿嘿笑着。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姚磨·闫堡万亩冷凉蔬菜基地考

察。问及有什么困难，这位种植大户考虑再三，

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感觉市场不好把控。”

时光飞逝 3 年半。记者再次踏上这片土

地时发现，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而建的育苗库、

预冷库、分拣包装车间等已成规模，13个外销

窗口和“互联网+农业”服务平台四通八达。

罗军的心踏实了。

他说，总书记希望大家“按照标准化种植

生产，努力达到有机食品标准”。他们一直牢

记在心。山城人新年立新志：争取让全国人

民都吃上来自西海固的放心菜。

“你不光要当农民，更
要学会分析市场”

这是一片千百年来被贫困萦绕的土地。

位于六盘山连片特困区腹地的西海固，是扶

贫史上不能抹去的名字。

三顾宁夏，总书记始终牵挂这里的人民。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下午 4点多，我们就

是在这个凉棚底下见到了他老人家。”1 月 9

日，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罗军对当时

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一眼望不到头的菜心、西兰花等各类蔬

菜，在雨水的滋润下翠色欲滴。习总书记和

村民们聊土地流转、入股分红，气氛融洽。

原州区被誉为“中国（西部）冷凉蔬菜之

乡”，蔬菜种植优势明显。作为种了 20多年菜

的老把式，罗军平时“看市场上需要啥就种

啥”，2013年效益好的时候，仅种西芹就净赚30

万元，第二年继续种，没想到赔了六七十万。

他觉得菜农太难了，忍不住向习总书记

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总书记对我说，市场本身就有风险，你

不光要当一个农民，更要学会分析市场。”罗

军回忆道，总书记还让全区各级政府加强服

务，帮助种植户搭建有效的信息平台。

蔬菜基地入口，一块高高的牌子上印着

总书记的嘱托：“蔬菜品种很好、质量很好，要

按照标准化种植生产，经得住检验，努力达到

有机食品标准。”

姚磨村村主任程广锦说，醍醐灌顶者不

止罗军，大家都对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中国冷凉蔬菜之乡”
打响品牌保卫战

为了打消罗军们的后顾之忧，打响六盘

山冷凉蔬菜品牌，原州区随即启动实施了“三

抓”行动。

抓前端育苗，建设年育苗面积 10 万平方

米、育苗能力3.08亿株的育苗库；抓冷藏冷链，

建起规模化预冷库、制冰车间8处5万平方米；

抓蔬菜营销，建立蔬菜分拣包装车间、泡沫箱

厂各两处，购置各类冷藏运输车近百辆……

“你能想象这里 2016 年以前还是一片盐

碱滩吗？有时候感觉真像做梦一样。”罗军指

着身后一排排或蓝色穹顶，或砖木结构的设

施说，一栋栋大棚、温室、预冷库建起来后，让

他们的蔬菜保鲜度更高，附加值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原州区还建立了“互联

网+农业”服务平台，生产端配套物联网可追

溯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市场端连接全国 2000

多个蔬菜生产基地和采购商，对外发布原州

区蔬菜生产信息，对内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及市场动态。

“开心、安心。”罗军如此总结对政府此举

的感触。

他也没闲着。他说，政府做了这么多，菜

农自己也要积极为销路想办法。他一方面在

品种多样化、精细化上下功夫，一方面进行

“订单式”生产，目前已经与机场、超市等需求

精准对接。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市场光景没有之前

的两年那么好。但这一回，罗军心里很坦然。

“做生意嘛，有赚有赔很正常。经验又丰

富了一些。”他笑了起来。

依靠科技，助推蔬菜
品质再往前走

原州区的蔬菜要打“有机”品牌，这需要

抓手。当年，总书记亦明确指了出来。

“政府要搞好服务，包括科技服务、信息

服务；科技工作者要更好地服务于宁夏脱贫

事业。”原州区科技局局长何生虎，一字一句

熟记于心。

在宁夏科技厅的指导下，该局不断下沉科

技力量，通过科技扶贫指导员先进技术示范引

领、科技特派员创业扶贫、“三区人才”示范带

动，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姚磨·闫堡万亩冷凉蔬菜基地与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同本地农技人员共同组

成技术服务队，从新品种选择到田间管理、市

场销售，接受全方位服务。

走进番茄大棚，程广锦领记者参观无土

栽培成果。只见一个个白色方格里，红彤彤

的果实高挂枝头。

“这种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方式特别节省

成本，种出来的柿子也好吃。去年一个棚净

产值 10万元呢，菜农都高兴坏了。”他说。

目前，原州区共建起 26 个设施农业园区

和 4 个万亩、10 个千亩标准化露地蔬菜基地，

远销广州、深圳、上海等 20 多个城市，惠及

5.02万群众，户均年增收 2.4万元以上。

去年 12 月底，科技特派员李效仁创办的

原州区绿缘蔬菜产业科技推广服务专业合作

社等 4 家企业，经过 3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拿

到了有机蔬菜国家认证。

“希望靠着科技的力量，助推蔬菜品质再

往前走，进而更好地服务‘三农’。”何生虎如

是说。

说 出 心 里 话 种 好 放 心 菜
——回访总书记挂念的那些地方（三）

王迎霞

全国首次截获国内未见分布的南方麻

野蝇，首次从菠菜种子中检出菠菜潜隐病

毒、从辣椒种子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马铃

薯纺锤块茎类病毒，检出全国口岸首例合并

感染寨卡病毒和基孔肯雅病毒病例，在进口

鲨鱼翅、鲨鱼尾中检出重金属和添加剂超

标，首次检获并退运放射性超标进口废物原

料，首次在进口快件中检获未申报的危险化

学品……广州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筑牢检疫“三道防线”，共截获进境植

物有害生物1083种17924种次，截获检疫性

有害生物128种1583种次，对来自23个国家

或地区共 134批不合格种子、水果、水生动

物、饲料等进行了退回、销毁处理。

御疫病疫情风险于
国门之外

年末岁初，是各类种苗、蔬菜种子进口

的高峰。2019年11月26日，一批重达20吨

的进口胡萝卜种子从广州番禺莲花山港入

境，广州海关所属番禺海关现场关员对该批

种子进行现场查验，并抽样送实验室检测。

经检测鉴定，该批种子携带一种严重危

害蔬果种植安全的致病菌——马铃薯斑纹

片病菌，它会感染辣椒、番茄、茄子、胡萝卜、

香菜、枸杞、小茴香等多种作物，可引起相关

农作物大幅减产甚至绝收，一旦传入我国，

将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马铃薯斑纹片病菌、李属坏死环斑病

毒、田野菟丝子、反枝苋、瓜实蝇、桔小实

蝇……这些对公众来说稍显陌生的名词，

都是广州海关在进口货物和进境旅客行

李物品中检出的外来有害生物。

近年来，黄热病、登革热、寨卡病毒病、

流感、埃博拉病毒病等传染病在世界上不同

国家和地区持续流行。为将各类传染病挡

在国门之外，广州海关以境外疫情信息收集

及风险评估为抓手构建“境外”防线，以信息

化和精准检疫为主线发力“口岸”防线，以联

防联控和科技运用为手段完善“境内”防线。

广州海关启动新海关首个关级层面的

卫生检疫“关际合作”项目——广州白云机

场与内罗毕乔莫·肯雅塔机场“点对点”卫生

检疫关际合作。实施精准检疫强化措施，开

发进出境人员传染病联防联控应用系统，实

现疫情信息联防联控单位间同步分发、同步

反馈。针对23种传染病进行疫情形势评估，

对10种口岸重点防控传染病、72个疫情发生

国家、136条航线提出重点防控建议。

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海关口岸全年发

现有症状者6523人次，同比降低19.27%，检

出各类传染病2088例，同比增加25.78%。数

据上的一减一加，反映的是广州海关科学有

效实施出入境卫生检疫的深刻变化。

严把进口商品、食品
质量安全关

18吨洋垃圾，放射性超标 13倍！2019

年6月4日，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南海

办事处关员对来自乔治敦（圭亚那）申报为

废紫铜的铜废碎料实施查验时，发现该批

货物触发通道式核辐射检测系统警报，检

查确定集装箱表面局部外照射贯穿辐射剂

量率为 6.342μGy（放射单位）/h（小时），超

过国家规定的放射性限定值 13.58倍，会对

人体健康或环境安全造成伤害危害。

广州海关严格进口废物原料检验监

管，落实查验要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

链条管理，强化现场检验检疫和强化后续

处置，将危害挡在国门之外。2019 年共检

出进口废料环保项目不合格 7 批、372.01

吨，检出退运不合格进口废料 562.67吨，鉴

别处理/退运固体废物 2644.5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进口食品摆上了

老百姓的餐桌，为守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广

州海关从进口食品进口前准入、进口时查

验、进口后监管 3个环节入手，实现进口食

品全过程监管。严把进口前的“准入关”

“注册关”和“备案关”，对未获得准入资格

的国外食品，一律不予进口。严格执行进

口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和风险监测计划，加

强对进口肉类、酒类、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重

点食品检验监管。强化高风险进口食品和

关键指标项目的实验室针对性检测，严防

不合格食品进入我国市场。2019 年共检

出进口不合格食品化妆品 4391 批次，切实

保障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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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哈尔滨1月14日电（记者李
丽云）2020年，哈尔滨市股权投资协会将发

起设立该市首支1亿元项目孵化基金。该基

金创新运作模式，发挥资本的功能与属性，

专注于早期具有高成长性并有上市潜质的

项目，以项目价值为导向，强调资本注入和

增值服务相结合，放大资本效应。基金出资

人全部为民营投资平台和投资领域的高净

值个人。基金的“承诺制出资模式”为业界

首创。这是科技日报记者 1月 14日从哈尔

滨市股权投资协会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设立 1 亿元项目孵化基金已

列入哈尔滨市股权投资协会 2020 年工作

要点。该协会在 2020 年的业务布局中，将

邀选百人规模的投资家、科学家、企业家共

同搭建 ISE 合作共赢平台；从黑龙江省项

目资源中，经过专业化评估、论证，遴选

100 个项目进入“天鹅腾飞计划”，按 A、B、

C、D 四级分类，规范管理，精心培育，倾力

打造，形成上市企业序列。

哈尔滨设立亿元项目孵化基金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代小佩）北京宣

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近日在《阿尔茨海默

病和老年痴呆症》杂志在线发表一项研究。

该研究对 404 个中国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

（FAD）家系进行了 17 年的追访，系统揭示

了这一疾病的遗传规律，为中国阿尔茨海默

病（AD）的遗传学干预和基因治疗提供了理

论基础。

据悉，FAD 十分罕见，但它集中了阿尔茨

海默病所有病理生理特点，成为研究发病机制

最佳人群。自 1906 年第一例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报道以来，重要的发病机制进展如 Aβ学

说、tau 学说、炎症学说等都来源于 FAD 的研

究。因此，研究者提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要

从 FAD入手。

贾建平团队从 2002 年开始建立全国最大

的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登记网络，在全国收集

FAD 病例。截止到 2019年 9月，共收集 404个

家系，3700 余人的家系成员。此次研究发现

50 种 PSENs/APP 突变，其中有 11 个突变在国

际上首次报道，表明中国人与其他种族之间发

病机制的异质性。404 个家系中有 83.17%的

家系不携带已知基因 PSENs/APP 突变，尚有

大量的未知基因有待挖掘，这种挖掘将会对发

现中国人阿尔茨海默病的特色基因产生重要

意义。

该研究对理解中国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

病机制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国人阿尔茨海默病

遗传干预和基因治疗提供了思路和平台，有望

从编辑方面入手，逆转基因缺陷，为最终治愈

阿尔茨海默病找到新突破点。

新研究发现中国家族性
阿尔茨海默病遗传规律

（上接第一版）
“我们已经能够实现 100 个甚至几百个

原子的纠缠，在一些模拟的问题里，大概能够

达到全世界计算能力总和的 100 万倍。”潘建

伟透露，2020 年，研究团队计划实现对 50 个

光子的相关操纵，验证量子霸权。其技术路

线采用玻色取样，相比谷歌更具优越性，预计

计算速度将达到全球最强超级计算机“顶点

（Summit）”的 1 亿倍。在量子通信方面，他们

计划研制一台光钟，精度达到 10-21秒，大概 10

万亿年误差不超过 1 秒钟，这种技术也可以

提供一种引力波探测的新途径。

“经典计算机是决定论的，经典人工智

能无论多么聪明，我们觉得那还是一个机器

人。”潘建伟总结道，但是量子力学第一次把

观测者的意识与物质的演化结合起来，量子

计算机可能和人类的大脑有一些相通。人

工智能是一种软件技术，量子计算是硬件技

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结合到一起的时

候，其实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一个非生物体

的“小孩”。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小孩’可能比

我们更聪明，甚至可以超越人类的智慧。”潘

建伟说。

潘建伟揭示量子计算发展三阶段

（上接第一版）
上海市纪委、市监委驻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刘

济南表示，派驻纪检监察组要通过严密的

监督，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风险隐

患和党员干部的廉洁风险，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上海电气集团纪委副书记

王冰表示，将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

源丰富、资产聚集的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

采取“飞行检查”等方式，使监督更聚焦、更

精准、更有力。

完善监督体系，推动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
理效能

“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

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

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姜宏伟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统

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

姜宏伟表示，佳木斯市纪委监委将健

全制度，完善体系，把监督执纪执法工作融

入工作总体布局，使监督体系更加契合党

的领导体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佳木

斯落地生根。

去年以来，贵州将“茅台酒乱象”专项

整治作为系统化工作开展。仁怀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祝长远表示，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

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

开展“茅台酒乱象”专项整治，把全面从严

治党推向纵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全覆盖的制

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督察和专项检

查。浙江德清县委书记王琴英介绍，近年

来，德清县委探索实施“监察办公室+联村干

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三维监督模式和“清风

入户”行动。2019年，德清县反映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问题的信访举报同比下降45.6%。

王琴英表示，通过监督来严明纪律，保

障制度执行，基层干部没有后顾之忧，工作

起来更有干劲了。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

霍雯霞对“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

战士”有着很深感受。霍雯霞说：“我将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聚焦政治素养、政治能力

提升，增强斗争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王琦、高蕾、曹典、蒋成、梁建
强、王研、熊琳、闫睿、岳德亮、翟濯、詹奕
嘉、张亮、朱翃）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决战决胜提供坚强保障

科技日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李艳）14

日，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元旦前夕，国际地磁

与高空物理联合会发布新一代全球地磁场参考

模型 IGRF-13。该模型由来自美国、英国、法

国、丹麦、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12个入选

模型计算得到，“张衡一号”卫星数据也加入其中。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

“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申旭辉介

绍，2018年初，“张衡一号”卫星顺利发射入轨

并在轨稳定运行，首次获取了中国首批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地磁场等观测数据。仅

利用该卫星自发射至 2019年 9月共 19个月的

数据，综合考虑地磁内源场、外源场以及磁场

长期变化项，利用球谐分析方法，尝试构建了

最大截止阶数为 15 阶的全球地磁场参考模

型 CSES-IGRF 2020.0。

经 国 际 同 行 专 家 评 估 ，CSES-IGRF

2020.0模型符合 IGRF建模精度要求，并正式

入选 IGRF-13。该模型是自 IGRF 开始更新

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

作的全球地磁场模型，迄今唯一采用中国数

据制作的全球地磁场参考模型，也是本次 12

个入选模型中唯一没有采用欧空局 Swarm 卫

星数据的模型。

据悉，全球地磁参考场用来描述地球的

主磁场及其变化。该模型自 1900 年开始，每

5年进行一次更新换代。

“张衡一号”卫星数据加入全球地磁场参考新模型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

调关系、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坚定信心和决心，引导广大成员和各自

所联系群众，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需要凝聚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调查研究察实情，

实事求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

帮手、好同事。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

强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

设。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

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全国工商联要加快推进工

商联各项改革，更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加强

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思想引导和

政治引领工作，为他们发挥作用搭建舞台、提

供条件。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