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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创新一线看“六稳”

赏园林文化

迎新春佳节

近日，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
了系列园林文化精品展，包括

“盆盎生趣——清代盆景文化
展”“水中的艺术——迎春国粹
金鱼文化展”及“锦绣中华——
当代宝应刺绣非遗技艺展”。这
些展览集中展示了充满年味儿
的节庆主题，让观众在充满喜庆
的氛围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图为观众观看当代宝应刺
绣非遗技艺展上的苏绣《过年》。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休巴德勒，休巴德勒”，1 月 18 日早上 7

时，呼吸着稀薄而纯净的空气，魏景瑞脚步不

停，一路说着“早上好”，藏民们看到熟面孔，

也开心地问候他一句“扎西德勒”。

推开味美佳饭馆的大门，“叮当当”的铜

铃声响起，老板罗布顿珠走到后厨，把准备好

的包裹递给他。“嚯，包子、糌粑、馒头，还有酥

油茶，今儿伙食不错，看来最近买卖兴隆啊。”

临近春节，罗布顿珠新购置了一批电器，有电

磁炉、冰柜、抽油烟机等，炒菜又快又干净。

“多亏了你们，以前可不敢买这么大功率的，

一断电，买卖就砸了。现在做饭方便，也有时

间弄点花样尝尝。”

笑着付完钱，带上一天的干粮，魏景瑞赶

回单位，准备出发。

这里是察雅县，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东南部，平均海拔 3500 米。2018 年 10 月，魏

景瑞作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派出的“东西

帮扶”骨干，投身到“三区三州”脱贫攻坚队伍

中。2019年 11月 24日，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

指挥部发布了《关于 2019 年 19 个拟退出贫困

县（区）的公示》，察雅县此次成功“摘帽”，退

出贫困县序列。

揣好规划图纸，裹上冬衣，魏景瑞正要出

发，运检部专工四郎顿珠拍着他的肩膀，“我

也跟着吧，正好给你搭把手。”这位热情的康

巴汉子，以前一直为了停电事故发愁，每天都

奔波在抢修现场。说着，二人驱车赶往巴日

乡 35千伏变电站选址现场。

魏景瑞来到察雅后，和四郎顿珠组建了配

网自动化项目小组，经过4个多月不懈努力，利

用无线通信技术，通过线路设备实现了配电网

及其设备正常运行和事故状态下的在线监测、

实时保护和远程控制等功能，每次故障抢修平

均减少用户停电时间 3至 4个小时，大部分负

荷测量、倒负荷工作不再需要工作人员到达现

场进行操作，极大降低了配电网电能损耗和维

护成本，提高了配电网运营效率，有效改善了

配网一次设备的整体运行环境。

项 目 投 运 至 今 ，故 障 发 生 率 降 低 了

62%。从“用上电”到“用上好电”，配网自动化

让察雅百姓的美好生活底色更暖，成色更足，

为藏区增添了一抹亮色。

“自从用上这个新设备，人在指挥室就能

处理停电事故，真好。”看着四郎顿珠的笑脸，

魏景瑞想起 2017 年，察雅公司总经理达瓦扎

巴带队来到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考察配网自动

化应用时，作为参会代表，他提出不少规划建

议，或许就是那次特别的遇见，结下了他与察

雅的不解之缘。

巴日乡，曾名巴雷，寓意“吉祥山”，白天有

蓝天白云相伴，夜晚昂首有繁星闪烁；举目四

望，巍峨的皑皑雪峰，辽阔的高原牧场，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诗情画意尽收眼底，让人流连忘

返。然而，与风景如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地

形复杂、交通条件差、施工难度大，全乡多年来

未能通上电，成为察雅县最后一个无电乡。

无暇欣赏如诗如画的风景，让巴日乡乡

民早日用上电的愿景催促他加快步伐。这条

路，魏景瑞已经往返了几十次。他觉得，自己

融入巴日是从当场学会那句藏语“谢谢你们”

开始的。那天，他拿到了巴日乡党委、政府以

及 15 个村委会主任亲笔签名的承诺书，大家

一直在重复这句“突及其，切让措”。就是那

一刻，作为一名援藏人员的豪情充满心怀，

“努力建成变电站，早日让巴日的父老乡亲用

上电。”

下车，爬上海拔 4300米的色汝山，空气中

的氧气越加稀薄，经过前期变电站选址、选线

和设计工作，魏景瑞已经不会再出现严重的

“高反”了。这边冬季昼夜温差极大，日均最

高温度达到 15 摄氏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10

摄氏度，无法施工，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完成

变电站建设前通水、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工

作，确保 3月如期开工建设。

只有播种，才能收获。2019年，魏景瑞和

天津市电力公司派出的其他 3 位援藏干部深

入各乡镇、村，调研无电村和失维、失修电力

设施，争取到“十三五”增补项目资金 9440 万

元，目前已完成设计收资和现场勘察工作。

同时，积极对接地方政府，支持脱贫攻坚工

作，自筹资金、材料，逐项对竣工的安置点做

好电力配套设施，完成了 26 个异地扶贫安置

点中 25 个点的通电工作，为察雅县顺利脱贫

摘帽赋能助力。

送去“放心电”点亮藏区“脱贫路”

陈 曦 通讯员 王淑琪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青藏高原、昆仑河畔，在海拔 3540 米、最

低气温零下 25摄氏度左右的格尔木纳赤台地

区，主食加工方舱内，一台设备正自动搅拌着

面粉，随后还将面团均匀分割成各式形状。

一会儿，一盘盘冒着热气的小面包便新鲜出

炉。尝一口，还带着浓浓的奶油鸡蛋香，给寒

冷的环境带来了不少暖意。

不仅如此，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对灾害现

场安置装备性能及自主保障的特殊需求，承

担“高原高寒地区灾害现场安置装备关键技

术与装备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还研制了适用于高原高

寒地区的主食加工、住宿、应急净水、应急供

油、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防疫洗消等六类技

术保障装备，构建起高原高寒地区灾害现场

安置装备体系。

克服“高原病”，突破
低氧低温等技术难题

我国高原高寒地区面积广阔，是世界上

高原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青藏高原境内面

积 240 多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1000 万，是

地壳活动强烈、大地震频发的地区，也是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区。近年来多

次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能否研发出一整套适合高原高寒环

境的灾害现场生存保障装备显得十分重要，

而克服装备的“高原病”更是其中关键。

“高原高寒地区具有气压低、气温低、氧

气含量低、温差大、紫外线强等特点，在复杂

环境应力场作用下装备性能会加速退化。此

外，在低氧浓度和低温环境下，柴油机燃油混

合燃烧过程中当量比和温度偏离理想过程，

导致功率下降、启动困难。”项目负责人、陆军

勤务学院副研究员杨建勇告诉记者，团队着

重研究解决了两个共性科学问题，包括低氧

浓度条件高效燃烧机理和复杂环境应力场作

用下的装备性能退化机理。

“高原环境动力增效的关键是提高发动机

进气量、促进柴油喷雾的均匀混合。”杨建勇

和团队通过研究不同方式的高增压比技术对

发动机高原性能的影响，结合喷油控制参数以

及发动机进排气系统、燃烧系统的结构优化设

计，提出了满足高原高寒地区灾害现场安置装

备需要的小型柴油机高原动力增效控制策略

和低温冷启动策略，研制出环境自适应的高性

能电控柴油燃烧机。据介绍，该小型柴油机可

实现在海拔 3000米条件下功率恢复至平原功

率的95%以上，在零下25摄氏度条件下启动时

间小于5秒，满足装备在高原地区的动力需求。

而针对关键机电部件高原高寒环境适应

性问题，项目组开展了充分的高原性能模拟

试验和理论分析研究，建立高原高寒环境适

应性验证与评价模型，为实现环境适应性设

计与评价奠定了基础。

六套9台装备，构建灾
害安置保障全链条解决方案

解决了高原环境下的动力增效及性能退

化问题，装备研发具备了技术基础。

记者在纳赤台现场看到，高原高寒地区主

食加工方舱、住宿方舱、应急净水方舱、应急供

油方舱、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防疫洗消

方舱六套共 9台装备，分别针对灾害现场安置

不同需求，构成了一体化、全链条的保障系统。

主食加工方舱可进行面粉进料、和面、面团

预醒、分割成形、面包胚醒发、烘烤及输送、成品

面包包装等面包全过程的生产，在连续批量生

产的条件下，每小时可加工1000个以上主食面

包，解决灾害现场500名安置人员的吃饭问题；

住宿方舱具备变压吸附制氧、弥散供氧、快速展

收、综合保暖等功能，综合考虑人体生理学效

应，满足不同海拔下方舱中最佳温度、氧气浓度

等指标，方舱扩展后满足20人的住宿和使用要

求；应急净水方舱运用低温低（高）浊水微漩涡

混凝技术、高适应性陶瓷膜净化技术、高效保温

及快速加热技术，可适应Ⅳ类以上地表水及苦

咸水，每小时产水量超过2立方米……

此外，该系列方舱的外形尺寸均符合 20

英尺标准集装箱要求，能够实现不同装备的

标准化集装集成和装卸运输，满足高原高寒

地区灾害现场安置基本生存保障需求。在应

用示范评估会上，专家们表示，在各专项技术

突破的同时，能够系统化构建如此全面的集

成式方舱保障组合，满足快速展收、机动部署

等多方面需求，难能可贵。

推进成果应用转化，
为高原高寒地区提供综合
技术保障
“我国应急技术装备总体处于起步阶段，适

用高原高寒环境的应急技术与装备则更加薄

弱。”杨建勇告诉记者，开展高原高寒条件下应

急救援关键技术研究，研制灾害现场安置成套

装备，提升灾害现场救援保障能力，是我国救灾

应急领域面临的特殊而现实的重大问题。

“项目的一些成果除灾害救援外，主食加

工、住宿、应急净水、应急供油等方舱，还可广

泛用于野外工程建设、边远小散地区临时生

活保障等。”杨建勇说。

杨建勇向记者一一列举了这些装备的应

用前景。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是国内

最新开发的多功能机动高效环保装备，有广

阔的市场需求。研制的高原小型增压柴油

机、自适应电动柴油燃烧器、低能耗变压吸附

制氧机、垃圾和动物尸体一体化焚烧炉、多组

分焚烧烟气处理装置等核心关键部件，可作

为配套部件广泛用于其他民用装备。装备研

发中突破的关键技术，如大空间集成房屋综

合保暖、低温条件消杀剂复配等关键技术，通

过成果转化应用，将为相关领域工程建设、新

产品开发及产品技术升级等提供技术支持。

海 拔 3500 米 上 的“ 生 命 之 舱 ”
——高原高寒地区构建起灾害现场安置装备体系

陶玉祥 王志鹏
本报记者 盛 利 钱 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2019 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逼近百万亿大

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符合

6%—6.5%的预期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

次突破 1 万美元。在国新办 1 月 17 日举行的

2019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19 年国民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

期目标较好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7%。高技术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8.8%和

8.4%，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3.1 和 2.7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亮出了中国经济稳步

增长、民生不断改善的成绩单。2019年，我国

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工业生产持续发展，服

务业较快发展，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月—11月

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4%。其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和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12.4%、12.0%和 12.0%。

不仅如此，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551478亿元，比上年增长 5.4%。高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 17.3%，快于全部投资 11.9个百

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

资分别增长 17.7%和 16.5%。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

势没有改变。这种趋势既是现实的反映，也

是未来的走向；既有牢固的基础，也有条件的

支撑。”宁吉喆说。

宁吉喆表示，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

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下阶段，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2019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1%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现亮眼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星辉）按照国际

惯例，磷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主

要进行堆存处理。但是，作为全国磷矿主

产区之一的贵州不走寻常路，利用科技创

新率先在全国“以渣定产”，倒逼磷化工企

业走上绿色转型和综合利用之路。日前，

在贵州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贵州开磷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于桂琴透露，

“以渣定产”催生了新型建筑材料等新产

业，磷石膏在贵州正“变废为宝”。

据悉，贵州省内磷石膏的堆存量已经达

到了1亿多吨。2018年，贵州省政府出台磷

化工企业“以渣定产”的政策，按照“谁排渣谁

治理，谁利用谁受益”原则，将磷石膏产生企

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酸等产品生产挂钩，

倒逼企业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

“以渣定产”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首创。

去年，贵州瓮福与开磷两大磷肥巨头，战略性

重组成立了贵州磷化集团，把“高端化、精细

化、绿色化、国际化”作为发展方向。

于桂琴透露，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中，

公司加大了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产品

的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开拓力度，将磷石

膏“变废为宝”，在对磷石膏的利用途径上，增

加了轻质抹灰砂浆、喷筑砂浆、石膏条板和

渣场生态环保工程项目利用等，使得磷石膏

的年利用率大幅提升。“2019年，磷化集团磷

石膏利用总量达到 656.17万吨。目前已形

成了充填材料类产品、建筑材料类产品、装

饰家居材料类产品3大类10多个产品。”

贵州：“以渣定产”破解磷化工难题

科技日报南昌 1月 19日电 （记者寇
勇）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奋进”“收获”是

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面对 2020

年，“三大攻坚战”“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等成为该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关键

词。江西省省长易炼红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的“江西动作”。

2019 年，江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

位居全国前列，初步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8.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为 36.1%、21.2%，分别提高 2.3和 4.1个百分

点，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有望达

1.6%的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00家。与此同

时，全省 41.1万贫困人口脱贫，剩余 7个贫

困县全部达到摘帽条件，剩余387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0.27%。城镇贫

困群众减少 23.7万人，一串串脱贫数据，显

示出江西脱贫工作取得的决定性成效。

面对 2020 年实现发展的预期目标，易

炼红对重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强调落

实创新驱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任

务表”，其中包括加快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推进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中

科院稀土研究院、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等创

新平台共建，举办国家级大院大所产业技

术进江西活动。实施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

级计划，力争省级重点产业集群营业收入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 50%。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培育

20 条左右优势产业链。允许高校和科研

机构因需评聘科研教学人员，推进设区市

与省直单位人才政策互通共享等等。

江西：创新驱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位于四川省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因一曲《康定情歌》而名扬海内外，被誉为

情歌的故乡。然而，多年的临床调查显示，

这里部分女性 40岁就会发生闭经，40岁以

上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达 4 成，心脑血管

疾病发病率显著高于内地，慢性病防控任

务异常艰巨。

近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创新健康

扶贫模式，让广东“AI医生”飞越 2300公里

应用于四川甘孜州，帮助破解康巴藏区慢

病防控难题。

慢病普遍 女性健康堪忧

29 岁的卓玛是甘孜州色达县的一名

公务员，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而，生过

第二个孩子不久的卓玛，慢慢出现了闭经

的情况，久而久之内分泌也出现了状况。

卓玛知道自己的问题，但她身边的很多女

性朋友都是这样，自己也就没太在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卓玛遇上了到色达

义诊的郭蕾。在她的治疗下，卓玛的情况

慢慢好转。

在甘孜州健康扶贫一年的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妇科医生、广东省援川医疗队队

员郭蕾，跑遍了甘孜 18 个县市，对当地女

性的健康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

“女性不到 40 岁就出现闭经的现象

在甘孜非常普遍，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

是，多年来当地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

问题。”郭蕾告诉记者，育龄女性闭经意味

着女性的卵巢功能早衰，严重影响女性的

生活质量。

对症下药 引入“AI医生”

2020 年元旦刚过，从甘孜州健康扶贫

回来不久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心血管

内三科副主任医师靳文、妇科副主任医师

郭蕾、检验医学中心副主任技师杨华文等

几位医生异常忙碌。

他们负责的《甘孜藏区动脉粥样硬化

血栓性疾病与女性闭经的前瞻性队列研

究》项目，在今年 1 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这是广东对甘孜州援助最大的基础性医学

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广东省对口帮扶甘孜

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牵头，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作为合

作单位。

广东省援川医疗队队员靳文介绍，该

项目将把由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研发、已

经成功应用在广东 2277个贫困村的“AI医

生及系统平台”引入甘孜藏族自治州，让甘

孜藏族自治州健康扶贫多了一项“黑科

技”，也让广东的“AI 医生”成为甘孜藏族

自治州人民群众的健康看门人。

“该项目的运作有望推动整个甘孜康

巴藏区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性疾病、女性早

发闭经等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防控。”广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观明

说，这在以前的健康扶贫工作中，是绝无仅

有的；在援川工作中，开展如此重要前沿的

基础调查研究尚属首次。

构建健康数据库和
生物样本库

广东省援川医疗队队员杨华文介绍，

“AI 医生”平台先期主要由已经培训的甘

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使用，

然后逐步开放到甘孜藏族自治州 18 个县

市的基层医务人员使用。

“考虑到当地群众使用的实际需求，特

别是后续自我健康管理的需要，还将在适

当的时候开发藏语版，为更多的藏区群众

健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杨华文说。

更重要的是，广东省援川医疗队将会

对现有的“AI医生”系统进一步升级，创建

AI 科研，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一

起，建立甘孜藏区人群动脉粥样硬化血栓

性疾病、闭经的前瞻性队列和精准健康数

据平台。这个平台是该项目的核心。

“通过为期两年的时间，用国际先进的

流行病学调研方法，利用 AI科研的科研数

据平台，在甘孜州 5个区域选取数千居民，

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生化指

标检测等措施，构建健康数据库和生物样

本库。”郭蕾表示，希望能够明确两种慢性

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以此为基础建立

适合当地的干预、监测机制，进一步做好慢

性病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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