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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9 月 22 日至 24 日，第八届中国指
挥控制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旨在充
分展示我国指挥控制领域的智能技术
和创新成果，搭建智能技术科研和应用
平台，引导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在指
挥控制领域进行技术创新，为我国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图为观众观看网格化无人机管控
系统。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指挥控制

智能化

烟波浩渺的庐山西海，一个个依山傍水

的美丽村庄环绕其旁；青翠叠嶂的婺源城乡，

一幢幢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宿点缀其间……你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贫困户“扎堆”的穷乡

僻壤。

从如诗如画的武宁县城乡，到“龙虾王

国”彭泽，从千年瓷都景德镇，到“豫章第一门

户”上饶，你不能不感慨，山、水、人在这里，是

如此地和谐共生。

“移民村”里的新生活

走进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官莲乡东山

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标着各省牌匾

的民宿，有“浙江人家”“安徽人家”等，概因该

村几十年前由各省移民构成。村支书谭翊泉

笑着说，村民们大多会几门外省语言，简称

“外语”。

虽然懂“外语”，但这里却是“十三五”省

级贫困村，全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 40 户

124 人。尽管生态环境极佳，但交通不便、产

业单一，“那时候，大家每天都为生计犯愁”，

年过五旬的贫困户朱胜华说。

无独有偶，距东山村 600里外的景德镇市

浮梁县臧湾乡史子园村，也是一座移民村。

记者到来时，但见村间操场上，孩子们在尽情

嬉戏；一间间作坊里，茶叶揉捻机在轰隆隆欢

唱。“当年被父母抱着从浙江淳安移民到了这

里。”56 岁的朱志水说，“小时候天天吃红薯，

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米饭。”

从时间脉络上看，两村的根本转折均发

生在大约 8 年前。以“生态+”为切入点的扶

贫攻坚行动吹拂着昔日沉寂的山村。在九江

学院、江西农大专家的帮助下，东山村找准产

业定位，启动了 10 多项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通过生态种养、微产业发展和生态旅游+

就业及订单农业等，先后建起了 1.3万平方米

薄膜温控大棚、21个单体大棚等，村里陆续办

起了农家乐、民宿 19户。

谭翊泉掰着指头告诉记者，截至 2020 年

5月，东山村流转土地达 95.3%，已发展了有机

蔬菜、苗木、皇菊、龙虾、稻田养鱼、淡水养殖

和旅游多种产业，村民年均纯收入由 2014 年

不足 2400元上升到 2019年的 9600元，村集体

经济也从负债几千元增长到年纯收入 25.3万

元。用朱胜华的话说：“贫困的帽子已经抛得

老远老远了！”

而朱志水和村民们则依托著名茶乡的优

势，在浮梁茶校老师们手把手地传授下，个个

掌握了茶叶种植加工的过硬本领，同时通过

专业合作社的一条龙服务，以“一村一品”走

上致富路。问他收入多少，老朱笑呵呵地说：

“反正家家户户都买了小汽车，你说日子好不

好？！”

生态“治水”引来桃花水母

今年 8 月 25 日适逢农历七夕，游客纷至

沓来，到庐山西海看桃花水母。

桃花水母是地球上一种最原始、最低等

的无脊椎腔肠动物，最大体长仅 2 厘米，被喻

为生物进化研究的“活化石”，有“水中大熊

猫”之称。“桃花水母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非

超一般水质不肯现身。”中科院博士、南昌大

学教师、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西

海）管委会挂职副主任兰志春介绍。

而在 3 年前的 2017 年，由于西海部分水

质由Ⅱ级转为Ⅲ级，桃花水母已难觅踪迹。

如何守护好西海生态底色，让“绿水青山”真

正成为景区百姓脱贫奔小康的“金山银山”，

成为横亘在西海管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近年来，西海管委会先后投资 4000 多万

元建设 46 座不同规模的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铺设管网 30 余公里，均采用 FMBR 生物膜技

术、人工湿地工艺等，日处理生活污水能力达

4450 吨，使西海水质恢复到全Ⅱ级标准。与

此同时，渔业队的第一、三产业融合转型升

级，并开发特色旅游小镇的饭庄、农家乐、民

宿、民俗馆等近百家，新增就业 670余人。

开了 30 多年渔船的陈礼江，去年通过培

训后开起了游船，闲暇时还从事旅游三产，与

过去捕鱼相比，收入不降反增，今年上半年虽

然受疫情影响，纯收入仍然超过 3万元。“和桃

花水母相邀相伴，这是新时代的渔歌！”他开

心地说。

“治山”与“治穷”相得益彰

家住上饶市婺源县篁岭古村的曹任来，

今年 55岁，曾经是个木匠，年轻的时候便出外

打工，一晃就是 20 年。10 年前听说村庄要整

体 搬 迁 到 山 下 ，他 赶 回 来 一 度 成 为“ 钉 子

户”。“现在想来实在不好意思！”他腼腆地说。

篁岭坐落在高低不平的石耳山脉，有着

600 多年历史，村民们的住房大多年久失修，

经专家考察存在地质灾害的隐患。为此，该

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由山上整体搬迁到

山下，原村落整体保护修整并规划为景区和

民宿。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像曹任来这

样的“钉子户”不只一家。

促使曹任来们改变想法的，不只是山下

整洁宽敞的新居，还有人人都能吃上“旅游

饭”的生活保障。一方面，村集体携手龙头旅

游公司，通过市场经济杠杆，先后投资 6亿元，

以古村产权收购、搬迁安置、古民居“原真性”

保护与开发的模式，打造“空中揽胜”“天街访

古”“梯田花海”等游览区域；另一方面，原住

民们均可根据意愿进入景区工作，成为“上班

族”。

“村民下山、游客进村”，秀美独特的篁岭

景区在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的同时，也给曹

任来们吃下了“定心丸”。老曹告诉记者，景

区建成开放后，他成为景区伺花弄草的园丁，

月工资 2700元，妻子也在景区食堂帮厨，山下

的新居还开起了农家乐。“工作轻松、收入稳

定，再也不用出外揽木匠活了!”老曹的笑脸

透着满满的知足感。

以优美的山岭环境为背景、千亩梯田为

依托、古村落民俗风情为主线的“篁岭模式”

的成功运营，不但使昔日破败的古村跻身国

家 AAAA 级景区、“篁岭晒秋”入选最美中国

符号，也使得搬迁后的村民留住了“乡愁”，同

时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来源。全村 320 名村

民“下山”后，年均纯收入从 3500 元增长至 4

万元以上。

行走在赣鄱大地，朱胜华、朱志水、陈礼

江、曹任来们的故事俯拾皆是，在绿水青山的

辉映下，江西“老表”们正在用勤劳坚实的步

伐，丈量着美丽家园的短长，也编织着一幅幅

金山银山的多彩画卷。

治 水 治 山 也 治 穷

本报记者 寇 勇 矫 阳 叶 青

深圳南山区纳税百强企业 37 岁总经

理韩美丽博士的微博：已经不记得上次下

班看见夕阳是什么时候了，日常总是披着

星辉到家。需要办不动产登记，下班就赶

不及了。

区级科技奖项高科技企业核心研发人

才 28岁项目经理吴英俊博士的朋友圈：破

产品又出问题了，一周都在公司修复 bug，

又不能体检了。

深圳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32 岁海归

创业企业 CEO 张总裁微信群：兄弟们，江

湖求救，资金又不足了，下个月工资快给不

出了。

……

这是 9 月 17 日，深圳南山政务公号推

出的南山高层次人才图鉴中几个虚构人物

的日常，“也许 Ta 们的身上也有你生活的

剪影”。

其实，南山政务想说的是，请登录南山

区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系统，一键开启

一站式人才服务新模式，这些就都不是

事。南山用贴心的人才服务，解决人才在

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后顾之忧，着力营造有

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创新创业激情澎湃

全国科技创新看深圳，深圳科技创新

看南山。南山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入

海口，与香港、澳门隔海相望。虽然面积仅

187.5平方公里，科技创新却赋予了南山区

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区内培育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超 4000 家，国内外上市企业

174 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97 件，是

全国的 3.7 倍；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

国的 12.9%；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达 5.87%。“创新南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鲜活样板。

立足只有 400 米长的深圳湾创业广

场，西望是腾讯全球总部大厦，东看是百度

华南总部大厦，南临阿里巴巴研发大楼，不

远处则是深圳湾蔚蓝的大海。平均年龄只

有二十几岁的各种肤色的年轻人，从海内

外汇聚在这里，以澎湃的激情放飞梦想。

这是一条集聚创新、创业、创客、创投“四

创”联动的主题街区。

“这里是最具有硅谷特质的地方。”光

启创始人刘若鹏表示，在这里，激情、梦想、

奋斗，无论是成长的方式还是轨迹，都与硅

谷极其相似。

9年前，光启的 5位核心创始人回国到

深圳南山区创业，短短几年，这支以 20 万

元起家的海归创新团队已发展成为一家全

球化创新集团、一个横跨全球 5 大洲十几

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共同体，团队人数发

展到几千人。如今，光启旗下已有境内外

4 家上市公司，从一家民政局注册的民办

非企业发展为高科技企业样本。在超材料

领域，光启申请的专利占到全世界过去 10

年申请总量的 80%以上。

这里有创新创业人才引领

南山，这个深圳产业集聚度最高、产

业结构最优化、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不仅有产业生态、人文生态、环境生态高

度和谐统一的创业环境，更倡导“勇于冒

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开放

包容、崇尚竞争、富有激情、力戒浮躁”的

创新文化。

南山结合产业需求，引进培育扶持了

一批顶尖专业人才。目前，南山区集聚了

深圳 70%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其中，院士 28

名，国家高端人才数以百计。大量人才的

集聚带来了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填补

了不少国内技术空白。

截至 9 月 1 日，已有 724064 家企业在

南山诞生，每一个创新创业者都是勇敢的

筑梦者。

这里是创新创业温馨乐园

南山每年拿出 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

于 9 大类民生投入，为创新人才提供一流

的教育、医疗、交通等配套服务和环境保

障。2017 年规划建成的总面积 70 万平方

米、永久性人才激励阵地——深圳人才公

园，成为全国首个以人才为主题的高品质

市政公园，营造了全社会识才爱才用才容

才聚才的浓厚氛围。

南山还在与国际规则对接、湾区城市

营商环境、企业服务新路径、市场监管、融

资难融资贵、包容审慎监管等 8 大领域试

行改革，所有区级事项“一次跑”、499 个事

项“零跑动”；125 项行政许可即办率 61％；

147个政务服务事项“秒批”。

在南山办事颇有几分“悠然见南山”的

闲情逸致。“无纸化静音叫号”模式一直为

人们所津津乐道；“咖啡厅+书吧”让办事

成为一种享受；母婴室、无障碍设施、ATM

机、免费打印复印、免费 WIFI 等便民设施

和服务一应俱全；爱心窗口、外语服务专

窗、绿色通道等特色服务面面俱到。

在 2019 年智慧中国年会上，南山区获

得“营商环境示范引领奖”和“政务服务创

新奖”，是全国唯一获得该奖项的区县级单

位。同时，南山还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区县）和“创新包容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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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陈瑜）
在科技部“华南热液型铀矿基地深部探测技术

示范”重点研发项目支持下，在广东南岭诸广

地区实施的长江 1 号钻孔深部取得重大找矿

突破。项目负责人、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

长李子颖 22 日告诉记者，团队在 95—1550 米

深度发现了 8层达到工业品位的铀矿段，特别

是在 1550 米处发现了我国目前深度最深的工

业铀矿化，为开辟新的找矿空间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过去找铀矿主要局限于 300—500 米以

浅的第一找矿空间，随着工作深入，目前找矿

重点已转移到 500—1500 米深度的第二找矿

空间。

按含矿主岩划分，我国铀资源主要有四大

类型，即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硅泥岩型和砂

岩型，前两个为热液型铀矿。20 世纪 90 年代

初，我国铀矿地质找矿中心工作转移至北方可

地浸砂岩型铀矿，热液型铀矿的勘查、研究工

作几乎停滞。

李子颖告诉记者，深钻是成矿理论和预

测技术与模式的验证手段，二者互相补充，可

以为开辟更深找矿空间提供依据，提高探测

技术的深度和精度。研究团队经过成矿条件

综合研究、成矿预测和钻探场址遴选，在南岭

诸广地区开展了铀矿成矿理论创新以及一系

列深地探测，预测了多个成矿远景区。经过

比选和论证，科研人员确定了长江 1 号钻探

场址。该深钻设计孔深 1500 米，终孔孔深

1709.34 米。钻探结果显示，950 米深度单矿

体厚度达到 14.5 米，在 1560 米、1606 米、1696

米等深度还发现多段铀矿化，显示更深部还

有成矿潜力。

1550米！

我国刷新工业铀找矿深度纪录

杨兴旺查了 197次，终于看到考生录取信

息栏状态发生了变化：录取专业类别：音乐类；

录取院校：贵州民族大学。

他要上大学了。

教师节那天，杨兴旺回到母校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第一次

见到了属于他的录取通知书。此前一个月，他

在宁夏打工，帮人摘菜，挣点学费。

这天，杨兴旺也再次见到了恩师——实验

高中副校长刘秀祥。“遇到他，是我人生的转折

点。”杨兴旺说。

千里背母上大学，他离
开却又归来

望谟县是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县。这里山

高坡陡，沟谷纵横。2014年，全县贫困发生率

为 33.74%。

对望谟人来说，刘秀祥是符号，也是标杆。

他是全国道德模范，是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就在前不久，他获评 2020年“最美教

师”称号。

刘秀祥生于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山村。命运

很早就对他露出狰狞面目：4岁，丧父；10岁，哥

哥姐姐突然离开，母亲精神失常，刘秀祥成为家

里唯一劳动力。

他想尽办法谋生。挖药材、捡废品、打零

工、做家教……抬过钢筋、睡过猪圈。

求学路，也走得跌跌撞撞。

2008 年，刘秀祥考上山东临沂师范学院

（现山东临沂大学）。他决定将生活无法自理的

母亲带在身边，千里北上。在打工赚去往山东

的路费时，这个孝道故事被媒体挖掘、报道。一

下子，刘秀祥成了名人。

当年，他几乎是拼尽全力才离开大山，逃离

灰暗的少年时光。但 4年之后，在面临人生职

业选择时，刘秀祥选择了归来。

他回到望谟县，当了一名特岗教师。“特岗

计划”始于2006年。该计划每年通过公开招考

选聘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贫困县农村学

校任教，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对中西部农

村贫困和边远地区予以特殊支持。

特岗教师 3年为一个任期。到期后，可以

自行决定去留。

刘秀祥想以自己的经历作为火种，点燃

学生心底的梦。他认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就

是要“唤醒”。他愿意做燃灯者，他想告诉孩

子们——我都可以，你们怎么不行？

每个孩子都值得更好未来

刘秀祥很快在望谟民族中学被委以重

任。工作第二年，他就被提为学校中层，负责

了德育处、政教处、团委、历史教研部等多个

部门的工作。

他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家访。其实就

是做思想工作，把孩子们拽回课堂。“读书有用，

为什么有用？因为，如果我不读书，我可能还在

种地，还在放羊喂猪。”刘秀祥拿自己举例。

“刘秀祥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望谟县本

地一位干部感慨，“他是大家身边的活生生的例

子啊，你看得见，不是虚的。”

3年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刘秀祥留了下

来。

他是望谟县的名人，他也把这份影响力，转

化为对学生实实在在的帮助。几年来，他在望

谟县牵线资助的学生已经近2000名。

杨兴旺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刘秀祥调任新建的望谟县实验高

中副校长。艺术生杨兴旺是刘秀祥担任班主任

的复读班里的学生。

今年1月，杨兴旺的艺考成绩出炉，考得不

错。离实现梦想只差一点点，他却犹豫了。“4年

后，家里面会因为我变成什么样子？”懂事的杨

兴旺不敢往前了。

杨兴旺在家排行老五。母亲已在几年前病

逝，父亲没有稳定工作，弟弟早早放弃了学业，

在外务工。哥哥试图支撑起他的音乐梦想，但

哥哥本身生活并不宽裕，还有孩子需要拉扯。

他想去打工，给家里添一份收入。但刘秀

祥一直给他打电话。耐不住老师的“连环催”，

杨兴旺犹犹豫豫回到学校。当时，他身上只有

800元钱，只够交高三下学期的学费。

交了学费，就分文不剩。

“太难了。”杨兴旺哭着去找刘秀祥，向他坦

白了自己的困境。

刘秀祥跟他说，你等等，我想想办法。

过了一两个星期，刘秀祥找到杨兴旺：“我

这边联系了一个上海的老板，他愿意资助你。”

不久后，这位好心人就给杨兴旺打了 3000 元

钱，并愿意资助他到大学毕业。

在望谟县从教 8年，刘秀祥也亲眼见证了

这个深度贫困县在发展教育上做出的努力。

20 年前，望谟县高考本科过线人数为

0。后来，望谟县委、县政府倾全县之力，把最

好的地块、最多的资金和最多的编制，给了教

育。他们认为，教育，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根本途径。

2020 年，望谟县高考本科上线 1267 人，

本科上线率从 2015 年的 12.26%（全州排名第

八）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63.44%（全 州 排 名 第

三）。2019年，望谟县贫困发生率也已经下降

至 3.61%。

“人生无论多艰难，趟过了泥泞，就是光

明。”刘秀祥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更好的未

来，无论他出生在北京上海，还是贵州望谟。”

“最美教师”刘秀祥：我愿是贫困地区的一颗火种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何星辉 金 凤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马
爱平 通讯员杨宇航）金秋送爽，瓜果飘

香。22 日，陕西省商务厅联合杨凌示范

区党工委管委会共同主办的 2020 杨凌—

北 京 投 资 促 进 暨 招 商 推 介 大 会 在 京 举

行。活动由开幕式、招商引资推介大会、

招商引资恳谈会、双创和智慧农业谷项目

对接会，以及特色产品展示品鉴活动等板

块组成。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是

我国首个国家农业高新区和全国唯一的农

业自贸片区。23 年来，杨凌围绕履行国家

使命，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先行之路，已成为国内外独树

一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农科圣地，田园

新城”。目前，杨凌拥有 70 多个省部级以

上科研平台和 7000 多名农科教人才，已形

成了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涉农装备制造

等百亿级产业集群，现代种业、设施农业、

文旅农业等涉农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加速形

成集群。

据悉，杨凌示范区将继续打造营商环

境，努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审批

最少、流程最短、成本最低、诚信最优、服务

最好的新发展格局，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动力。

杨凌北京牵手共赴“丰收之约”

9月 22日，为期三天
的 2020青岛国际海洋科
技展览会在山东青岛国
际博览中心开幕，八大展
区全方位展示了海洋科
技各领域的最新发展成
果。图为参赛者参加水
下输油管巡检技术挑战
比赛。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