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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野外射击训练场，地

表气温近 50℃，官兵认真观察着目标区域的

一举一动。25 米外目标刚一出现，只听几声

密集的枪响，海军陆战队某旅特战连连长何

龙已经射击完毕，10发手枪子弹全部命中。

“这么牛！”官兵们瞪大了眼睛。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叫“何龙”，但真正

能“上天入海”的恐怕只有他——这位个头不

高、皮肤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员。

八一前夕，30岁的何龙被授予“最美新时

代革命军人”称号。

“拼了！为了祖国荣光！”

何龙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海归精兵”。

那年，上级选派特战骨干赴国外军事留

学。经过层层考核，何龙以总分第一名的成

绩脱颖而出，作为海军唯一一名代表出征某

国“猎人学校”。

这所号称“炼狱”的特种兵训练学校，以

“魔鬼般的训练”享誉全球。只有具备过硬的

军事素质、顽强的忍耐力和超常的意志力，才

可能闯过重重难关顺利毕业。

“即使死在那里，我也决不放弃！”留学

前，何龙在动员大会上立下铿锵誓言。

每天只吃 2 个小玉米饼，睡眠不到 2 小

时；背负 40 公斤的装备，全程实枪实弹；虐俘

训练，泡水坑、遭殴打；敌后求生，直面死亡考

验……一系列极具实战特色的训练，让学员

们随时面临淘汰。

虐俘训练是最残酷的课程，它要求不管

用什么方法“严刑拷打”，都不能透露任何“秘

密”，否则就要被淘汰。

何龙先是被派出执行任务，途中教官对

其实施突袭，将他俘虏，然后把衣服剥到只剩

一条内裤，双手反绑、把头罩上。在接下来的

3 天 3 夜里，对他进行了不间断的折磨，被拉

到石子路上，拖了十几米远，又被扔进布满荆

棘的泥水坑里，然后倒吊在树上。教官还往

他的身上浇糖水任蚊虫叮咬，让他深夜跪在

河水里挨冻，企图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来冲垮

他的心理防线。

“身在异国他乡，荣誉感变得愈加清晰

深刻。”回想当年的情景，何龙仍很激动，“当

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为了祖国

荣光！”

最终，何龙以顽强的意志力经受住了考

验。教官对他竖起大拇指：“你有不怕死的

精神！”

63 人参加的集训，最终仅 8 人通过，淘汰

率 87%，死亡率 4.7%。何龙以优异成绩完成

潜水、狙击、机降等 5 大课程 153 个课目的训

练，并在全能狙击考核中打破学校纪录。毕

业时，何龙获得“猎人”勋章，并被授予该国军

方最高荣誉——“突击队员”荣誉称号。

猛将手下无弱兵。“尖兵一号”代威、“侦

察先锋”张峰、“狙击能手”李昭芽……在何龙

的摔打磨砺下，连队所有官兵都具备了低空

跳伞、直升机滑降、引导打击等特种侦察能

力。2018年底，连队被海军评为“海军护航十

周年标兵单位”，荣立二等功。

“打赢才是终极目标”

何龙是“感动陆战队十大人物”“二等功

臣”，他所在部队被誉为“蛟龙突击队”，担负

着引导打击、安保警戒、海上反恐等多种类特

种作战任务。

面对如山的使命任务，何龙一刻也不敢

松懈。

高标准、严要求，何龙对任何工作都锱铢

必较、要求极高——战术训练，他和战友一样

每天上百次扑倒在地，身上常常摔得青一块

紫一块，胳膊、大腿上常常新伤压着旧伤；山

地越野，他会到最后面拽着落伍的队员一起

奔跑，不让一人掉队；长途行军拉练，他主动

在小腿上绑沙袋、在背囊里放哑铃，在超负荷

中挑战极限……

“要做就做绝杀尖刀上的刀尖子！”在何

龙心中，“打赢才是终极目标”。

一次，何龙受命带领一支特战小组保护

某个重要目标，负责阻抗非法入侵船只和人

员。“渴了就喝淡化海水，饿了就吃压缩干粮，

困了就抱着枪打个盹。”数月来他和战友们始

终战斗在一线，与不法分子面对面交锋，有效

维护了目标安全。

2018年底，连队开赴内蒙古朱日和，参加

实兵演习。在“阵地进攻”战斗中，何龙带领

官兵不畏严寒，战风斗雪，在零下 20℃低温中

连续行军 30 余公里，成功向“敌”纵深阵地实

施渗透，侦察各类目标百余个，引导炮兵、航

空火力对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战斗中，何龙

锁定“敌”指挥所，果断开展破袭行动，当场生

擒指挥员。复盘总结时，何龙受到高度评

定。这一行动也被誉为历年来最为出彩的特

战行动。

才交出优秀答卷，又奔向全新战场。

去年，何龙带领连队奔赴驻吉布提保障

基地执行驻防任务，出发前对 35个课目、百余

项训练内容进行了强化训练。

进驻基地后，他积极探索海外陌生复杂

地域特种作战行动样式，圆满完成我军海外

相关课题演练任务，连队海外反恐和应急处

突能力显著提升。

“做绝杀尖刀上的刀尖子”
——记“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海军陆战队某旅特战连连长何龙

翟思宇 本报记者 张 强

8月 5日，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一个视

频，爆炸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随后一栋大

楼瞬间消失，周边大量房屋被摧毁。据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时间

8 月 4 日 18 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

生严重爆炸事故，爆炸已造成 100人死亡、

超 4000 人受伤。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

表示，贝鲁特爆炸事件是由易燃易爆品引

燃约 2750吨硝酸铵所致。

硝酸铵究竟是什么物质？在什么情况

下会引发爆炸？爆炸威力为何如此之大，

甚至相当于小型核弹？该如何安全储存和

防护？

硝酸铵在常温下稳
定、不燃

硝酸铵的分子式是 NH4NO3，常温下

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晶体或白色晶体，

极易溶于水，比较容易吸湿结块。根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大典》，硝酸铵在常

温下稳定、不燃。遇见可燃物着火时，能

助长火势。与可燃的物质粉末混合能发

生激烈反应而爆炸，高温或受到剧烈撞击

也会爆炸，燃烧分解时释放出有毒的氮氧

化合物气体，爆炸还会产生黄烟或红棕色

的烟云。

硝酸铵用途广泛，曾用于制造炸药和

化肥，还可用于生产杀虫剂、冷冻剂、氧化

氮吸收剂、医药维生素 B、无碱玻璃等。

2002 年，我国将硝酸铵产品列入《民用爆

炸物品》，禁止硝酸铵作为化肥销售。

根据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博物馆

等联合编写的科普读物《危险化学品面面

观》，硝酸铵应储存在有良好通风、避光等

设施的地方，堆放必须符合规定，做到不超

高、不过量、无倾斜、平整堆放。储存仓库

杜绝明火，照明设备符合防火防爆要求，接

触硝酸铵人员要按规定穿戴好工作服、手

套、防护用品等。

燃烧产生的高温、明
火会引爆硝酸铵

有消息提到，美国最新研制的可调当

量核炸弹 B61-12 最小威力是 300 吨 TNT

当量，最大当量为 5 万吨，即当量可以在

300吨到 5万吨之间调整。

据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模

拟计算，800 吨硝酸铵爆炸的能量约为 430

吨 TNT 当量。贝鲁特爆炸事件引燃的硝

酸铵 2750 吨，其爆炸威力相当于是 430 吨

TNT 爆炸威力的 3 倍多，从这个意义上

说，贝鲁特爆炸相当于港口挨了一颗小型

核弹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据报道，贝鲁特爆炸事件是由于工作

人员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燃了同

仓库中储存的炸药，进而导致在另一仓库

中存放的硝酸铵爆炸。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硝化分会会长何

旭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今硝酸铵属于

控制化学品。由于在常温、平常条件下，硝

酸铵性能稳定，是应用广泛的工业炸药品

种。硝酸铵不像其他可燃气体需要与空气

混合到一定比例后，再给一定的能量才能

发生爆炸，硝酸铵是炸药，它不需要外部的

空气就能爆炸，硝酸铵本身是氧化剂，能

“自己供氧”，因此，硝酸铵分解爆炸速度

快、破坏力相对大一些。

（科技日报北京8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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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青岛市即墨通济新经济区的日
日顺物流（即墨）产业园，国内首个大件物
流智能无人仓于近日正式启用。据工作人
员介绍，该无人仓应用全景智能扫描站、关
节机器人、吸盘龙门拣选机器人等多项定
制智能设备，采用 5G和视觉识别、智能控
制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24小时不
间断作业，每天自动进出库大件商品 2.4
万件。

图为 8月 5日在日日顺物流（即墨）产
业园，码垛机器人正在搬运货物。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梁孝鹏摄

智能无人仓

机器人上岗

（上接第一版）
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以老旧小区为主，

全街道有 1547 幢没有电梯的住宅楼，超过 60

岁的“悬空老人”占 48%。80 多岁的陈老伯上

下楼不方便，加装电梯成为这些老人们的心

头大事。“市区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的

新模式，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加装电梯签

字。目前，全街道老旧公房电梯加装进入“量

产”模式。

电梯加装、社区“微更新”，大量居住环境

逼仄的居民盼来了旧改，圆了“新居梦”。上

海旧区改造明显提速，据介绍，今年以来已完

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40 万平方米、

约 1.97万户。

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已超过 35%，如何解

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也考验着这座大都

市的绣花功夫。

在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昆曲闺门旦演员赵津羽为认知症老人教

授简单的昆曲动作。独居老人的生活也可以

丰富多彩，家门口这处空间让他们找到了新

生。智慧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互联网医

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等紧密构建了上

海养老的新生态、新模式。

上海的远郊乡村，正面临人口、土地、产

业结构“老化”的现实问题，如何全面建成小

康乡村？让“乡愁”有归属，让乡村经济高速

发展，上海有不少新举措。

与上海长江大桥相连的崇明岛，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小康生活，更要建世界级生态

岛。2018 年，瀛东村党支部副书记陆正东开

始负责管理新建成的生态园。去年他管理的

果园销售额达 30 万元，净收入 10 万元；鱼塘

的产值达 80 万元。占比 1%的上海农民也尝

到了“幸福滋味”，过得一点不比城里人差。

年收入在 4000万以上的“黄杨之乡”黄杨村也

变身“网红村”。

上海市农委负责人介绍，到 2022年，上海

将建设 90 个以上的乡村振兴示范村，200 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美丽的乡村在沪郊大地上

正熠熠生辉。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上海正蓄势而发。

大上海里的小确幸：政府围着群众转

（上接第一版）

紧跟技术发展和政
策措施 期待实施细则

在魏少军看来，《若干政策》中提到国

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28纳米（含），

且经营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在财税政策方面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融资等，都“紧跟技

术发展和政策措施”。而强调国际合作等

内容，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半导体重要组成

部门，将继续深化全球合作、与全球产业链

共同成长的态度，是“8 号文”相比于前几

年文件的扩展之处。

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在

相关解读中同样谈到，《若干政策》的很多

提法是紧跟时代的，比如新型举国体制、一

级学科设置、支持三部委创新平台、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是王旭光印象最

深的内容。“知识产权的创新是集成电路产

业的核心，《若干政策》也重点提到这一项，

但是如何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实到法律法

规以及地方具体政策当中，期待看到清晰

的量化与落实。”他说。

“ 相 比 于 出 台 ，如 何 落 实 是 大 家 更

关心的。”魏少军坦言，文件对技术创新

这 一 块 提 得 还 不 够 具 体 ，“ 集 成 电 路 产

业发展到今天有个重要特征，即资本和

技术的双轮平衡驱动，此次新政更多是

从财税方面入手，在研究开发政策方面

没 有 提 到 像 财 税 方 面 那 样 具 体 的 措

施 。 我 们 期 待 相 关 部 门 能 进 一 步 细 化

这方面的部署”。

他分析道，相较于以往的普惠性政策，

《若干政策》有针对性提出了重点支持的对

象。“文件中多次提到‘国家鼓励的’这个定

语，那么国家不鼓励的指的是哪些？客观

来讲，近几年集成电路产业确实有一哄而

上的倾向，最新政策表明，我们要坚持有所

为有所为不为，不是所有和集成电路沾边

的企业都会得到扶持。”

因此，在魏少军看来，包括研发该如何

推进在内，业内人士期待能尽快出台该文

件的实施细则。

集成电路产业迎重磅新政，新在哪儿？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稻梦空间”促进稻

田画观光、立体种植养殖、水稻精深加工等

多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合作发展水稻种

植达到 3 万亩，覆盖周边 40 个村、1000 多户

农民。彩色稻米走出沈北，在更为广袤的

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点缀着中国的乡

村振兴。

“在园区，我们给农民提供统一购种、施

肥、管理、收割等服务，发挥规模优势，降低农

户经营种植成本，与农户互利共赢，打造不落

幕的‘田野嘉年华’。”张爱忠说，围绕“稻梦空

间”打造的周边民宿即将开业，沈北新区搞休

闲农业的路子又拓宽了。

“稻梦空间”园区内还设立了“农业创客”

示范基地，给创业者提供实现梦想的天地。

养鸡、猪、河蟹以及甘蔗种植园、葡萄园等 10

个创客项目已全面启动，园区为肉、蛋、禽、水

果等各类农产品提供统一生产与加工服务，

共同打造“稻梦空间”品牌，“稻梦空间”的冷

面、米线、米饼、糙米卷等食品受到游客喜

爱。一些农业科研机构也把实验田搬到了

“稻梦空间”，将新技术、新方法传授给农民，

提升科学种田水平。

如今，“稻梦空间”园区年收入 500 万元，

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同时，作为农业科普基

地，年接待研学游学 1万余人次。

“稻梦空间”园区总经理赵爱军满怀憧

憬地说，打通农业种植、休闲旅游、农产品加

工之间的壁垒，以旅游打出品牌、带动人气，

用品牌带动农业生产、休闲美食和民宿全产

业链发展，“三产融合，让乡村更美丽，产业

更兴旺”。

（上接第一版）

把握发展规律 掌握
发展主动权

4 月抗疫正酣时，北京发布重磅消息：已

在全市统筹划定了约 132 平方公里战略留白

用地，并正式出台了管理办法，原则上 2035年

前不予启用。

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而言，这一举措折

射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之变、路径之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

如何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在新形势下把握

发展规律，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对于掌握工作

主动权至关重要。

针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央

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

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始终做到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

领域”“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

放”“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

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张占斌认为，这五个“必须”，是我国多

年发展总结的宝贵经验。着眼于未来 5年、15

年甚至更长久的发展，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思

考和谋划一以贯之，环环相扣，这正是中国发

展的制度优势所在。

发展需要在安全的环境中推进，开放必

须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强调“安全”的概

念，明确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

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

加注重‘安全’二字，这既是形势使然，亦是发

展行稳致远的保证。”香港媒体发表社论说。

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
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在天津市武清区，“单车生活体验馆”百

客屋受到了骑行爱好者的青睐。1000多平方

米的体验馆内，不仅提供自行车展示、代管等

服务，还集纳了咖啡厅、浴室等配套设施。

百客屋承载着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

公司转战内销市场的决心。日前，金轮集团

上半年业绩出炉：外贸各项指标与去年同期

持平；国内销售额达到 3000多万元，几乎是去

年全年国内销售额的 2 倍。“这个成绩在企业

‘大盘子’中不算什么，但对开拓国内市场来

说，是很好的开始。”集团总经理杨玉峰说。

这家自行车行业龙头企业的转型探索，

是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的一个剪影。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抓住扩大内需

这一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着眼于此，一系列改革已经铺展开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出台，对完善产权

制度、形成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至关重要；科创

板等资本市场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突破，注册

制试点试出了蓬勃生命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

案呼之欲出，关键环节改革不断突破创新……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封闭

起来搞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开放，更好

地统筹开放与安全、增长与风险。”中国人民

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说。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今年以来，中国对外

开放的步伐没有放缓——

广交会首次整体搬上“云端”；《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登场；2020 年版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金融市场

开放“蹄疾步稳”……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

中国经济一路走来，在克服困难中不断

发展，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壮大。新征程上，只

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

为，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就一定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我国

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 日电 （记者瞿
剑）据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最新消息，其所属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

间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生物安全联合

检查，具备使用条件。此前，该车间已取得

新冠疫苗生产许可证。

国药中国生物介绍，在新冠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其在诊断、治疗、预防三条战线

上全面出击，取得了以快速可便携式核酸

检测试剂盒、康复者血浆治疗方法、新冠特

异免疫球蛋白和新冠灭活疫苗为标志的一

系列领跑全球的重大创新性成果。在全力

推进研发疫苗的同时，国药中国生物不等

不靠，主动作为，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在北

京和武汉两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别建设高

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设施。

刚刚通过检查的北京高等级生物安全

生产设施，是目前全球首个也是最大的新

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国药集团和中国生

物在该车间设计、建设和使用全过程中，遵

循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生物安全规

范和标准，引入国内外富有经验的设计团

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按照生物安全三级

防护标准进行建造和管理维护。在北京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仅用 2 个月的时间，于 4 月 15 日就完成了

车间的建设，创造了新冠灭活疫苗车间建

设的“火神山”速度。7 月中旬，国家相关

部门组织专家对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

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进行了全面检查，

认为该生产车间基本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

求，可投入新冠疫苗的大规模生产。

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高等

级生物安全设施及配套实验室综合体，于

7 月 1 日落成，7 月底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力争尽快取得相关检查、具备生产条件。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将成为全球唯一

一家拥有高等级生物安全研发实验室和

生产设施综合体的生物制品研发生产单

位。两个研究所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后，中

国生物能够保证新冠疫苗年产能合计达

到 2.2 亿剂次。

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通过国家生物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