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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付毅飞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记者 金 凤

“我们这一代人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

拓荒，风雨征程，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

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

的壮丽梦想。”获得“七一勋章”后，两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这样形

容自己的经历。

101 岁的他头发白了，背也弯了。年初，

他说自己现在已经出不了院子，没法像以前

那样散步了。

但对航天，陆元九内心依然澎湃着激情。

世界第一个惯性导航
博士 曲折回国
“炮火下求学，荆棘中拓荒”，是陆元九人

生的真实写照。

1920 年，陆元九生于安徽滁县一个教员

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在战火中念

了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40 年

代中期，已经留校任教的陆元九考取了赴美

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去美国并不容易。当时，太平洋水雷密

布，他只有选择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从重庆

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

光等船就等了两个月。

陆元九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还大胆选择了一个自己之前都没听说过的专

业——仪器学。

仪器专业博士学位由“惯性导航之父”德

雷伯教授设立。他力主将自动控制的理论和

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即依靠控制

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创立了惯

性导航技术。

这项技术十分关键，美国政府将其列为

重要军事研究项目。

它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专业难度

高，此前报名者寥寥。但陆元九觉得有挑战，

也挺刺激。他成了德雷伯首位博士生。留美

4年，1949年，陆元九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被学

校聘为副研究员，继续从事军事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陆元九知道，

到了回国作贡献的时候了。

当年，去往大洋彼岸求学的道路曲折。

如今想要回国，更是困难重重。

新中国与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

陆元九从事的研究还属于军事机密。为了回

国，陆元九先退出了军事科研小组，转入研究

原子弹破坏效应的实验室，机密等级降低了。

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回国又变得遥

遥无期。美国当局要陆元九加入美国籍，但

他坚决拒绝了。作为交战国公民，陆元九必

须每 3个月向联邦调查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

没有不法活动。

为彻底脱密，1954年，陆元九离开了实验

室，转而进行民用科技研究。

苦熬许久，机会终于来了——中美达成

协议，中国留学人员可以回国了。1956 年 4

月，几经周折，陆元九全家才登上返回祖国的

轮船。

轮船先到日本，又绕到菲律宾马尼拉。

经过 23天的航行，船才到香港。

一行人走过了九龙关口，踏上了祖国的

土地。当时，陆元九心中百感交集——回国

的路看似平常，竟走了这么多年！

持续创新 成航天惯
导系统领军人

当时，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

九带着最先进技术和一颗赤子之心归来了。

回国后，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

国家便让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陆元九到自动化

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参加

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

当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条件艰苦，研

究设计没有任何原始数据，很多时候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

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每天都要工

作十几个小时。1964年，他的心血之作《陀螺

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

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它对我国惯性

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5 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

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

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

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

在长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

在他的主持下诞生。陆元九说，这些都是我

国自主研制的，没有任何经验和数据可参考。

1978年，陆元九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

所任所长。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

工作，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

技术基础，指导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

的论证，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

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他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

型号工作中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

一代”的精神。在陆元九的领导下，中国航天

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

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陆元九也曾写过文章，指出科研人员必

须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锲而

不舍的精神。这种作风体现为认真对待工作

中的每一项理论分析、每一份设计文件、每一

次试验、每一个数据，容不得半点疏漏。“我认

为，做这项工作既要有跑百米的冲劲，又要有

跑万米的耐力。”

跟陆老共事的人都知道，让年轻人“进步

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

是他的夙愿。人们说，陆院士注重人才培养，

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

101 岁的陆元九对新一代科技工作者仍

有嘱托。他说，要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

的长跑。“在党的旗帜的引领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

两院院士陆元九：赤诚报国 奉献航天
这是一片医药创新的热土。

“山东是全国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产业都比较完善的省份。”7月11日—16日，

记者随国家药监局“共建‘十四五’，守护药

品安全”中央媒体走基层活动前往威海、烟

台、济南，一路走来，对山东省药监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李涛的这句话，感受颇深。

以烟台为例，正处于成长期的生物医

药产业已展露出令人期待的新景象：2020

年，生物医药企业总收入达 1006亿元，6家

企业入围中国医药行业百强榜。

半年内两款全球领
先原创新药获批

说到烟台，就不得不提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制

药）。3月 9日、6月 8日，其自主研发的“泰

它西普”“维迪西妥单抗”两款原创生物新

药先后获批上市，闪耀中国生物药界。

亮丽成绩的背后，是他们十多年来默

默地坚持和付出。

“成立荣昌生物的初衷是做创新药，开

发 first in class或 best in class药物。因此，

我们的立项策略始终是围绕创新展开的。”

荣昌生物 CEO、首席科学家、中国“重大新

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

员房健民说。

正是秉持这样的初心，2008 年，已在

国 外 学 习 工 作 近 20 年 的 房 健 民 毅 然 回

国。“我以前在融合蛋白及单克隆抗体开发

方面比较有经验，很想试一试难度更大的

抗体偶联药物。2011 年前后，公司正式启

动 ADC项目。”房健民说。

房健民口中的 ADC 项目，正是 6 月 8

日获批上市的我国首个原创性抗体偶联

药物新药——维迪西妥单抗，适用于至

少接受过两种系统化疗的 HER2 过表达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患者的治疗。胃

癌是我国第二大癌症，患者几乎占全球

一半。由于症状相对隐匿，大部分患者

确诊时没有手术根治的机会，现有治疗

手段远未满足临床需求。“该药的获批上

市，为胃癌精准靶向治疗开辟了全新路

径。”李涛说。

房健民表示，药物能够顺利上市，一方

面缘于企业的长期积累，更得益于国家政

策的支持。“2015 年，当时获得临床批件平

均需要两年多，由于是重大专项支持品种，

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审批通道，仅用一年

时间就拿到了。”房健民说。

药物涂层支架 变
“富人手术”为“平民手术”

人工肝装置、疫苗注射器、透析机……

威海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展厅内的多种医疗

器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药物涂层心脏支

架，这种能快速有效疏通动脉血管，治疗冠

心病的产品，2005 年以前只有国外两家企

业 可 以 生 产 ，我 国 一 直 依 赖 进 口 ，每 支

5000 多美元，普通患者很难承受。”威高集

团工作人员介绍。

2002 年，时任威高集团董事长陈学利

在美国商务谈判期间，亲睹一名美国人在

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心脏支架手术。回国

后，陈学利难以释怀，立志必须研制出中国

人能用得起的心脏支架。历时 3年研制成

功后，“富人手术”变成了“平民手术”。10

多年来，仅这一项就为国人减省 400 多亿

元。目前，他们已研制出第 4 代生物可吸

收心脏支架，采用可降解聚乳酸材料，确保

术后更安全、有效。

在山东，还有一家企业异常亮眼。那

就是华熙生物，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玻

尿酸）研发生产商。“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得益于化妆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

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华熙生物董事长

赵燕说。

为守护公众健康，不仅是企业，科研院

所人员也一直在努力。

“疫情初期，当时防护服极度短缺，重

复使用能够很大程度解决问题。我院工作

人员‘五加二’‘白加黑’，昼夜奋战，共检测

医用防护物资 3000 多批，还制定出《重复

性使用医用防护服的行业标准》。”山东省

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院长施燕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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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雨水丰沛，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塞北管理区，曲折蜿蜒的滦河
水犹如丝带盘绕在绿色的草原上，
美若画卷。

图为 7月 17日拍摄的张家口
市塞北管理区风光（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武殿森摄）

雨水丰沛

草原美

“截至 2020年底，我国县级医院有 1.68万

所，县级医院诊疗服务量达 11.6亿人次，出院

人数已经超过 8000 万，这个量已经占到了全

国医院总量的 47%、36%和 44%。可以说，县

级医院占我国医疗资源的半壁江山，已经成

为‘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目标的主战

场。”7月 17日，在 2021“健康中国·健康县域”

中国县域健康大会主论坛中，国家发改委社

会司健康处处长刘丹，用这串数字勾勒出我

国县级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他介绍，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到

2025 年，我国将新增 500 多家达到三级医院

硬件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县级医院。

而在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

诸宏明看来，推进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建设，

是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

县 域 医 共 体 更“ 抱
团”，服务能力提升

如何强基层、强县城，不断筑牢基层和县

城的医疗“网底”？“十三五”期间的答卷，令人

欣慰。

在主论坛发言中，刘丹表示，“十三五”以

来，中央投资722亿元，支持2085个县级医院建

设项目，极大改善了县医院能力，一些县医院开

展神经外科、普外科复杂手术的种类增加，患者

入出院和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均超过90%。

巩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仅需要量的

提升，还需有质的保障。国家卫健委基层卫

生健康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诸宏明在主论

坛发言中表示，“我们在县域医共体的试点推

进过程中发现一些新情况，有些地方对医共

体建设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有

些地方想搞医共体，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组织

了一些专家的坐诊，就把它当成医共体建设

的主要内容，这还是不到位的。”诸宏明认为，

要搞好医共体，重要的突破口就是要搞好紧

密型的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2019 年，国家卫健委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印发《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

体建设的通知》。确定山西、浙江为试点省，

北京市西城区等 567 个县（市、区）为试点县，

旨在促进县域内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医保基金有效利用，居民的医药费用负担

合理控制，有序就医格局基本形成。

“现在全国有七八百个县都在做有关的试

点工作。”诸宏明介绍，目前全国754个试点区县

中，符合紧密型标准的区县达到 535 个，占比

71%，比2019年提高9个百分点，86.9%地区明确

医共体决策权限，能够对成员单位的人、财、物

进行统一管理，比2019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

同时，县域和基层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试

点地区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为 78%，比 2019

年增加 2 个百分点；县域内就诊率为 90%，比

2019年增加 6个百分点。

此外，72.3%的试点县域内万人口全科医

生数较 2019 年增加，牵头医院帮助基层机构

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从 2019年的 9.5个增加

到 11.4个。

“这说明牵头医院的龙头作用在发挥，不

再搞恶性竞争或者无序流动，通过体制机制

建设，帮助基层机构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诸

宏明表示。

“十四五”将加强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进入“十四五”，如何让更多的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到基层，如何保障县级广大群众的

看病就医？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联合发布《“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要力争实现每个地市都有三

甲医院，服务人口超过 100万的县有达到城市

三级医院硬件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县级医院；

要加强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设，加

强县域医共体建设，鼓励依托县级医院建设

开放共享的影像、心电、病理诊断、医学检验

等中心，加强远程医疗和信息化设备配备，与

高水平省市级医院对接，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联通……

诸宏明则认为，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

大家要成为一家人，一起分工合作，不要争夺

病人，而是大医院牵头搞疑难重症的病例，基

层做好康复、守门，大家共同下好一盘棋、算

好一本账。例如医共体的收入支出分配，特

别是一些人员的工资通过一本账来有效计

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县医院是龙头，乡镇卫生院是枢纽，村

卫生院是基础，希望通过这一轮的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的改革，让龙头的作用更好地挥舞

起来。”诸宏明说。

到2025年，我国将新增500多家三级县级医院

“生活中，大家对发票并不陌生。一

张小小的发票，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安全和

经济秩序，而我的工作，就是用信息化的

手段为‘每一张发票’保驾护航。”7 月 15

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税务系统党

员代表“坚守初心 税收为民”中外记者见

面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货物

和劳务税处副处长张学东的自我介绍让

人印象深刻。

张学东从事的工作是税务管理，20 多

年的工作实践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税

收大数据上动脑筋、想办法，主导研发了系

列辅助软件，助力精准打虚打骗，实现税务

管理既能“管得准”，还能“管得住”。

“以数治税”实现精准监管，这是税收

征管改革一直努力的方向。在武汉市税务

局，张学东组建增值税发票预警管理团队

“张学东工作室”，他带领团队成员不断挖

掘税收大数据的应用潜力，研发专门监测

发票虚开分析平台——“捕虚网”。

“平台的应用就是要让犯罪分子‘不敢

虚开’和‘不能虚开’。”张学东介绍，通过全

链条快速反应机制，对虚开骗税行为“快速

预警”和“精准定位”，做到“无风险不打扰、

有风险要追究”；通过分类精准监管，做到

事前事中事后立体化监控，对虚开骗税行

为，我们“露头就打”。

参加工作 14 年，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

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副主任马丽一直坚守

在一线窗口。通过不断学习实践、总结创

新，马丽从一个非税务领域科班生，成长为

创办银川市税务局首个以税务干部名字命

名的工作室并成为负责人。马丽对本职工

作的热爱、珍惜、坚持，成为共产党员践行

初心使命的具体写照。

当谈及税收征管改革及纳税服务的变

化时，智慧税务的举措让马丽体会深刻。

税务总局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打造

了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自助办税终端等

线上办税缴费平台，打破时空界限。“目前，

绝大部分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轻松办理

90%以上的税费业务。”马丽表示，我们持

续深化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实现老百

姓由“走马路”变为“走网路”，办税缴费更

快更便捷。

2018 年国家开启第七次个税改革，国

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副处长吴娟是这次改革的见证者、亲历

者、推进者。参加工作 23 年来，她作为

“攻坚手”和业务骨干参加了多轮征管税

制改革，见证了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进程。

为了让减税降费落实得更快一点、更

好一点、更准一点，吴娟及其他工作人员结

合实际大胆创新，推出全程电子退税，为纳

税人节约近 50%的时间；开发应用了一整

套“一表集成”的申报系统，企业所得税平

均申报时间由 40分钟缩短到了 10分钟，让

减税降费政策直达市场主体。

税收一头连着国家，一头连着百姓，

与经济发展须臾不分，与民生福祉息息相

关。第七次个税改革首次设立了专项附

加扣除，百姓通过手机 App 填报，准确又

方便，好评如潮。面对切实的成就，吴娟

自豪地说：“这次税改促进了社会的公平

正义，惠及了百姓民生，也回应了老百姓

关于‘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

民生期盼，而这背后凝聚着我们税务人的

努力和汗水。”

做减税降费政策举措落地生根的“护航者”
——记“坚守初心 税收为民”中外记者见面会

中国粮油学会近日组织专家在上海对

“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成果进行了评价。在当天同步

举行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研讨会上，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食品分会名誉会长、

江南大学教授姚惠源代表专家组在会上宣布

了评价结果：益海嘉里金龙鱼“稻谷‘六步鲜

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开发及产业化”技术为

国内外首创，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姚惠源教授表示，益海嘉里金龙鱼“六步

鲜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研发及产业化团队致

力于稻谷加工先进模式的探索，从全产业链的

维度对鲜米的各项精控技术进行整合集成。

该团队多年前首创了“水稻循环经济模式”，如

今又开创了“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把

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理念始终贯穿于整个稻谷

加工产业链中，实现了节粮减损、节能降耗。

参会专家建议将“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复制

到整个行业，为粮食安全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研讨会上，中国粮油学会张桂凤理事长

表示，就大米而言，随着消费升级，对于“新

鲜、好吃”的高品质大米的需求快速增长，希

望更多的业内专家学者和企业共同聚焦粮油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水稻图像色差识别技术、

低温升碾米、稻谷品种纯度鉴定和香味物质

的分析、虫卵检测、科学蒸煮等，这些技术在

“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六个关

键环节得到应用，从技术和工艺上做到了全

产业链呵护稻米的新鲜品质。

益海嘉里金龙鱼还建立了“六步鲜米精

控技术创新、生产、检测、标准体系”。通过从

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的建设，在

六步关键环节上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打

通了鲜米加工全产业链，实现了从借鉴、学

习、消化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超越。

“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全产业链呵护稻米新鲜品质

◎本报记者 何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