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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王迎霞 张 蕴

6月 16日，满载乘客的5818次列车从新
疆和田站驶出，和若铁路开通运营。自此，世
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建成。

右图 5月 18日拍摄的和若铁路车尔臣
河特大桥（无人机照片）。

下图 6 月 16 日，和若铁路首趟旅客列
车（左）和货运列车在新疆和田火车站等待
发车。 新华社记者 丁磊摄

中国建成世界首条
环沙漠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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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记者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海南篇

◎本报记者 矫 阳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6日电 （记者陆成
宽）碳是一种神奇的材料，既可以制成柔软的

铅笔芯，也可以构成坚硬的金刚石。16日，《自

然》发表了一项关于碳家族新材料的研究成

果。来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常压下通过简单的反应条件，创制出一种新

型碳同素异形体单晶——单层聚合C60。

金刚石、石墨烯、富勒烯、碳纳米管等材

料都由碳原子构成，但由于原子排列不同，它

们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因此，它

们被称为碳的“同素异形体”。

研究新的碳同素异形体、制备新型碳材

料一直是材料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迄今为

止，单个原子一直是构筑二维材料的最小单

元。把纳米团簇作为基本单元，使用传统化

学反应，自下而上像‘垒砖头’一样构筑更高

级的二维拓扑结构材料一直未能实现。”中科

院化学所研究员郑健坦言。

经过 5 年的潜心研究，研究人员利用掺

杂聚合—剥离两步法，成功把纳米团簇 C60聚

合在一个平面上，并通过碳碳键相互共价键

合形成规则的二维拓扑结构材料，即单层二

维聚合 C60单晶。

“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这种新型

碳材料具有结晶度高、热力学稳定性好以及

禁带宽度适度等优良特性。”郑健说，这是继

石墨烯之后，又一种稳定的二维碳材料。

郑健表示，这项研究开辟了以碳簇代替

原子构筑碳材料的新策略，同时，新制备的碳

材料在非线性光学和功能化电子器件方面具

有巨大应用前景，在超导、量子计算、自旋输

运、信息及能量存储、催化等领域也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

我国科学家创制碳家族单晶新材料

6月16日上午10时53分，和（田）若（羌）铁

路首趟旅客列车5818次发车，沿着世界第二大

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驶向乌

鲁木齐。和若铁路西起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

东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全长 825公

里，设计时速 120公里，为国家Ⅰ级单线铁路，

预留电气化条件。至此，新疆铁路网进一步完

善，和若铁路与格库铁路、南疆铁路连通，在塔

里木盆地周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构成一条

环线，形成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长达

2712公里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

和若铁路有 534公里分布在风沙区域，占

线路总长 65%，沙害成为影响铁路建设的头

号难题。

这条沙漠铁路环线如何防风固沙？

自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

组织参建单位根据沙漠地质特点，按照“沙漠

修铁路，治沙要先行”的建设理念，同步推进

风沙防护工程建设。

为让流动的沙固定下来，中铁北京工程

局根据图纸设计要求，边施工边设置芦苇防

沙工程，铺设了 0.3米草方格 59万平方米、0.8

米中立式储沙障 43.9 万平方米、1.5 米高立式

储沙障 21.8 公里，不仅减缓了风沙在施工过

程中的危害，同时对铁路周边一些比较危险

的沙丘采用戈壁料进行平面固沙，以预防沙

害给铁路造成影响。

针对种植树苗在戈壁滩盐碱地成活率低

的困境，中铁一局采取树坑换土种植。树苗

种到哪，土壤就换到哪，通过科学养植，与盐

碱的增长速度赛跑，提高了植物成活率。中

铁五局技术人员利用风积沙填筑路基，就地

取材，减少成本、环保治沙。项目部着力研究

风积沙的技术特性，完成《铁路路堤风积沙填

筑施工工法》等工艺工法，采取现代化灌溉系

统和智能化监测技术，对风积沙路基和固沙

绿化进行有效保护。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和若铁路全线共修

建草方格 5000 万平方米，种植梭梭、红柳、沙

棘等灌木和乔木 1300 万株，形成防沙护路的

绿色屏障。

在沙漠建铁路施工难度大，修建路段多

为流动性和半固定性沙丘，这就迫切需要在

技术上进行革新。

和若铁路在设计中，在风沙特别严重的

地段采取“以桥代路”方案，建设“过沙桥”，让

风沙能够从桥下穿过，减少对线路和列车运

行的影响。

针对沿线施工及混凝土养护严重缺水的实

际情况，建设者对434座桥墩采用墩身预制拼装

技术，提前在工厂完成预制构件加工，再到现场

进行拼装，有效克服缺水对建设进度的影响。中

铁北京工程局参与研发的预制拼装墩柱外侧钢

筋绑扎定位装置，以及装配式墩柱盖梁自锚式钢

绞线连接施工工法，分别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获

评陕西省省级工法。中铁三局在和若铁路站房、

三电工程施工关键部位，应用BIM技术、VR技

术，实现三维可视化交底、虚拟施工、碰撞检查，

提高了施工的智能化水平。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条沙漠铁

路环线途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

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

区、和田地区等 5 个地州，覆盖南疆地区上千

万各族群众，对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国

防、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穿 行 沙 漠 的 铁 路 线 如 何 防 沙 护 路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

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

国际国内大局大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引领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沿着高

质量发展航道破浪向前、行稳致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一时

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中

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景”！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
中央的明确要求”

进入 6 月，大江南北，一度遭受疫情冲击

的国内多地经济正迅速“回归”——

6 月 1 日起，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阶段，园区车间一派繁忙景象；6月 6

日起，北京大部分地区恢复餐饮堂食，大街小

巷重现“烟火气”；吉林、浙江、福建、湖南等一

些省份陆续恢复跨省游；全国麦收进入高峰。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

杂局面，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勠力同心，以科

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经济发展迎来回暖态势。

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经济工作事关

发展大局。

进入 2022 年，疫情仍复杂多变，尤其 3 月

以来，具有强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波及

多数省份，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经济复苏

受到较大冲击。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 3 月 17 日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4 月 10 日至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

考察，强调坚持就是胜利。“要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针对病毒变

异的新特点，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本领，完善各

种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4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提出“要加

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并就全力扩大国内需求、稳

住市场主体、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方面

作出重要部署。

这次会议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6 月 8 日至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

察时指出，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面临

的一些困难，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群众

帮扶等方面的工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

工作，保持人心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各地区各部门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

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的二

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下转第三版）

勇 毅 笃 行 长 风 万 里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述评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6日电 （记者付
毅飞）记者 16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

悉，14日在该集团六院 101所，我国新一代

载人运载火箭三级发动机整机首次长程多

次点火试验圆满完成。

该发动机是我国首台采用低压火炬点

火方式的上面级氢氧发动机。本次试验考

核了发动机及组件状态、火炬点火系统工

作可靠性、实时故障诊断系统原理验证等

关键技术。试验完成标志着该发动机具备

转入初样研制阶段的条件。

目前我国火箭或航天器工程研制步骤

和阶段大致为：方案、初样、试样、应用发

射。其中方案阶段可细分为方案论证、方

案研制等。此后就是初样研制、试样研制。

“初样”“试样”阶段都是运载火箭等航

天型号工程研制必须经历的研制步骤和阶

段。这两个阶段完成的标志，是按飞行试

验方案和飞行试验大纲完成试样飞行试验

验证，提出试验结果分析报告，并作出是否

达到研制任务书要求的结论。

据悉，本次试验中，全体参试人员始终

秉承严慎细实、高效合作、连续作战精神，

仅用 3天时间完成试验系统改造、3天完成

试验准备工作，最终圆满完成 3 次试验点

火任务。

承担本次试验的 101 所六号试验台，

曾见证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芯二级发动机成

长过程，也托举起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三

级发动机的飞天梦想。

新一代载人火箭完成首次三级发动机整机长程试验

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近年来，我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乌兰布和，蒙古语意为“红色公牛”，乌兰

布和沙漠位于内蒙古西部，并横跨黄河延伸

入宁夏，是全国 8 大沙漠之一。数十年来，这

头凶猛的“公牛”疯狂肆虐，使得当地百姓饱

受风沙侵害，仅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县

域面积的 68.3%都被其占据，曾经每年将 7000

多万吨黄沙输入黄河。

而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磴口县看到，乌

兰布和沙漠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的工人们将

稻草压入沙中制作草方格沙障，巨大的现代

化牧草基地被移入沙区。俯瞰乌兰布和沙

漠，形似巨型魔方的固沙网格和圆形牧草基

地恢宏壮观，堪比纳斯卡线条，曾经的“公牛”

不再狂野。

这些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

我国沙漠沙地治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人与沙斗”的被动局面，正在被“人指挥

沙，人利用沙”的主动局面所取代。

科学防治 绿进沙退

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和内蒙古的交界

处，总面积超过 4 万平方公里，昔日每年向黄

河倾泻近 4亿吨泥沙。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一

种称为“固沙魔术”的草方格结构被创造出

来，借助这种结构，人们可以牢牢地固定住本

来随风移动的沙丘，解决固沙难题。

通过不断地艰苦奋斗、不断地攻克技术

难题，毛乌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 93.24%，土

质已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适宜耕种的沃土。

科学治沙、技术治沙是现代中国治沙的

特色和经验。柴达木盆地是全国 8 大沙漠之

一，是全国沙化土地分布海拔最高、青海省沙

化面积最广、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据全国

第 6 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 2014

年底第 5次监测状况相比，青海省沙化土地面

积减少 10.6 万公顷、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8.8

万公顷。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副

处长王清水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10 年间，

青海持续加强沙区林草植被保护，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以高压态势禁止天然林采伐、生态

治理区放牧、采挖砂金和违法开垦土地，实行

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科学利用，切实推进饲

养方式转变。”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流动沙丘治

理和沙地生态修复中摸索出了草方格固沙、

“五带一体”综合治理、治沙与沙产业开发等

技术模式；结合全面禁牧封育政策以及退耕

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大生态

工程和外援项目的实施，通过持续的治理，沙

区绝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率由过去的不足

1%提高到 20%—30%，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荒漠

化逆转。

自 2006 年以来，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

持重点实验室开展了针对北非、西亚等沙漠

化危害较为严重国家的防沙治沙技术输出和

援外培训，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名

技术人员先后来宁夏学习，了解宁夏的防沙

治沙技术和模式。中国的治沙经验和技术开

始向国际输出，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

方案”和“中国经验”。 （下转第三版）

中国治沙：向大漠收复失地 让黄沙遍地生金

6月 16日，“艺术+科学——尹毅绘画科研作品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媒体开放日活
动。展览以弘扬民族精神、探索延续和发展中国水墨画传统文脉及外延为宗旨，分为水墨
奇变、艺境墨韵、经典重塑、融美创新、科研成果5部分。图为展览展示的艺术品鉴定备案
专利硬件设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绘画科研 传承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

到海南考察，指引海南以更高的站位、更宽

的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

放。牢记总书记嘱托，琼州儿女真抓实干，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巨轮靠泊，岸桥伸缩，洋浦国际集装箱

码头一派繁忙。

今 年 4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到 海 南 考

察。在这个码头，了解港口建设发展情况

后，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港口发展同洋浦

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得益彰、互

促共进”。

受益于海南改革开放举措和自贸港政

策，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航线

网络布局，2019 年以来集装箱吞吐量连年

增长，去年突破百万标箱。下一步这家公

司将加快推动码头二期建设，为自贸港建

设贡献“港口力量”。

一个码头的发展，是海南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生动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到海南考察，都对

海南改革开放作出重要指示。2013 年，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

特区，后发优势多，发展潜力大，要以国际

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闯出一条跨越式发

展路子来”；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

放的示范”。

如今，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成绩可喜：

入境游免签国别扩容、离岛免税购物加快

发展、年接待游客量稳步增长。当前，海南

正大力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打造

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重大历史机遇，孕育无限生机。

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稳扎稳打：大幅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吸引数十家世界 500

强企业进驻海南；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上线，

大大便利了市场主体贸易投融资汇兑；“海

南 e登记”运行，企业登记自主申报，“全省

通办”“一次不用跑”……为自贸港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支

持下，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的

150 多份政策文件陆续落地，自贸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效果明显：“零关税”

政策，目前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款 18.3亿元；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政策，目前累

计减免税款 1.4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共有

来自全球 126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海

南投资。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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