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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垠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喜迎二十大

◎方姝阳 陈 曦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指
导、中国行业报协会主办的非凡十年经济建
设成就新闻图片展在京举行。展览通过 320
幅精彩图片和 20个新闻版面，展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行业媒体镜头中各行各业取得的辉
煌成果。

图为观众观看图片展。
本报记者 洪星摄

非凡十年
行业成就

硝烟纷飞、战火弥漫，一名红方士兵

通过随身携带的某型智能化作战单元指

控调配无人装备。顷刻间，多类型无人装

备迅即组成攻击系统，多架无人机对目标

集群锁定，多辆无人车在街巷中穿梭打

击，快速高效完成演习任务。

近日，在全军官兵喜迎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际，国防科技大学“无人作战系统”科

技创新团队带着最新成果——某型智能

化作战单元，参加某城市作战实兵对抗演

练，引得部队指挥员频频点赞，“一名士兵

就能独立完成空地协同察打任务，为无人

装备运用提供了新思路。”

两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80 后研究员相晓嘉，见证了我军在无人

作战领域的发展超越。此次演练过程中，

相晓嘉结合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与团队

成员一起感受部队建设发展的突飞猛进

和国力军力的强盛。

走下演练场，他说：“习主席要求我们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如

今团队在技术创新实现突破赶超、战法运

用也更趋智能，这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党

的二十大献礼。”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

士大会上的讲话让该团队学术带头人下

定决心——要瞄准未来战场，实现无人武

器站平台完全自主可控。彼时，尽管无人

武器站顺利定型，但其中的核心关键部件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却来自国外。

“这个‘雷’必须排掉！”该团队立下军

令状，在基础性研究、工业化生产等方面

持续攻关，终于突破这一技术，并在扩展

性和可靠性方面形成比较优势。如今，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武器站平台

已列装部队。

随着战争形态不断演变，狙击作战也

呈现出许多新变化，对狙击手的使命要求

也在不断更新。

“能不能让狙击枪自行跟踪目标并完

成精准射击？”团队副教授张连超给自己

定下这样一个目标。他带领创新小分队

采用智能算法辅助精准射击，经过 3 年集

智攻关后，智能化扳机和智能化瞄具研制

成功落地。目前，该项目已成功完成远距

离狙击试射并通过验收，原理样机在 2021

年武警“智卫杯”无人系统挑战赛上取得

多个科目第一，可让普通士兵快速升级为

“神枪手”。

眼下，张连超和团队正加紧推进枪瞄

系统小型化，争取在党的二十大前完成设

备升级。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习

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工作始终念兹在兹，

让团队成员倍感振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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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创新发展步伐愈加稳健的十

年，这也是中国科技界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

力攻坚的十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一批刻

有中国印记的高质量成果竞相涌现。

“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复兴号”飞驰

在广袤的祖国大地，港珠澳大桥串联起香港、

珠海、澳门三地；“华龙一号”贡献绿色力量，

“深海一号”打开深海能源宝藏……

这十年，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

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国家行

列，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

生了新的变化。最新出炉的《2022 年全球创

新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前进至 11位，与 2012年相比跃升 23位。

看速度 重大工程亮
出中国名片

100多年前，面对京张铁路最陡峭的路段

“关沟段”，詹天佑设计了人字形线路降低坡

度，再用首尾两台大功率机车前拉后推，火车

方能翻山越岭。100多年后，“复兴号”智能高

铁列车一眨眼功夫便呼啸而过，轻松穿越八

达岭长城。

2019 年底，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

高铁开通运营，北京到张家口的时间缩至约 1

小时。2022 年 1 月，首趟北京冬奥列车——

“瑞雪迎春”智能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从清河站

驶出，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 350 公里自动

驾驶，具备车站自动发车、区间自动运行等智

能行车功能，还搭载了 5G超高清演播室。

而今，“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老百姓享

受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复兴

号”还开上了世界屋脊，拉林铁路去年建成通

车后，拉萨至林芝只需 3 个多小时。从林芝

向东眺望，我国又一标志性工程川藏铁路已

经全线开工。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4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以

上。中国高铁领跑世界，只是自主创新的成

功范例之一。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伶仃洋，跨海 55000

米，一桥连通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填海造

岛、海底穿针……创下多个世界奇迹的港珠

澳大桥，正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拥有世界首批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单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一的白鹤滩水电站，与

长江干流的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

洲坝 5 座电站，共同构成世界最大的清洁能

源走廊，用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为绿色低

碳发展筑牢“压舱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工程

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是我国工程科

技进步最大、科技实力提高最快的十年。”中

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感慨道。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这一个个代表

中国名片的大国工程，亮出了中国科技创新

的不俗成绩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丁明磊认为，十年来，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完善高效、协同、开放的

国家创新体系，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重

要的制度保证。

看高度 核心技术突
破彰显高质量底色

中国发展之速度，源于科技积累的厚

度。中国发展之高度，取决于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程度。

9 月 29 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民用

航空局向中国商飞颁发 C919 飞机型号合格

证。这意味着，C919 拿到了进入民用航空市

场的“准入证”，中国人坐上自己大飞机的梦

想即将实现。

从 2007 年 立 项 ，到 2017 年 首 飞 ，再 到

2022 年底交付首架飞机，历经 15 年攻坚克

难，C919 突破掌握核心技术 100 余项。通过

C919等国产民机项目，我国掌握了 5大类、20

个专业、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加快了新材

料、现代制造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

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提高，全社会

研发经费从 1.03 万亿元增至 2.79 万亿元，居

世界第二位，创新投入转化为更多更高质量

的创新产出。

30 微米，再次刷新科技创新的中国精

度！你能想象吗，在完成了百万次近乎对折

的弯折实验后，这块弯曲自如、薄如蝉翼的超

柔性玻璃表面依然完好无损。其在弯折、抗

跌、光学等核心性能指标表现优异，从源头上

保障了信息显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十年间，国产玻璃的厚度，已从毫米级

跑进了微米级。微观世界的一小步，折射出

中国智造的一大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建材集团总工程师彭寿说，“中国建材在超薄

柔性玻璃上的突破，是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

把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努力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的具体实践。”

十年来，科技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只争朝夕突

破“卡脖子”问题，加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

去年底，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示范工程 1 号反应堆成功并网并发出第一度

电，这标志着全球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

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实现了

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飞跃。

“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实际建成这类核电

站的国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分

项总设计师、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院长张作义说。

值得一提的是，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关键核心技术完全属于中国，核电站

工程约 5 万张图纸、10 万页文件，1.5 万余件

技术含量高、安全设计要求高的核岛设备等

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看广度 探索深蓝深
空步履不停
“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马上

就从阴影区转到了阳照区，会越来越明亮。”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从中国空间站分享了

国庆节第一缕阳光，这是航天员首次在空间

站为新中国庆生。

9 月 30 日，问天实验舱完成转位后，中国

空间站组合体由两舱“一”字构型转变为两舱

“L”字构型。后续，空间站组合体将以“L”字

构型在轨飞行，等待梦天实验舱发射、交会对

接后，还将转位形成空间站三舱“T”字构型

组合体。

“北斗”组网、“高分”揽胜、“天和”遨游、

“天问”探火；“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

斗者”号探秘万米“深蓝”，探索未知、解码未

来，留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足迹”。

挺进深海，创造的不只是新的中国深度，

更是中国人的新未来。

南海中央，“深海一号”这座源源不断输

送天然气的钢铁巨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其

设计、研发、建造过程实现了 3 项世界级创

新，运用了 13 项国内首创技术，攻克了 10 多

项行业难题。

这座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个十万

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叩开了超深

海能源宝藏的大门，每天 1000 万立方米的天

然气自海底 1500 米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最

终送达千家万户。

服 务 重 大 需 求 攻 关 核 心 技 术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坚持“四个面向”述评之三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

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

减负结合起来，作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

探索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路径。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采取

有力措施督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纠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卸下不必

要的负担。

减负增效、轻装奋进。广大基层干部放

开手脚干事创业，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谋发展，埋头苦干、砥砺前行。

以上率下：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谋划部署推动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022 年 9 月 9 日，一份名为《关于党的十

九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

的报告》，摆在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

志的案头。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地

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成为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抓手。”

中肯的评价，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

扎实成果。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

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

文章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

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态度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坚定决心、

坚强意志，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抓

到底。

2019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一早从

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车、换汽

车，翻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道梁，一路奔波，

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在小学仔细察看餐厅、后厨；在贫困户家

中从屋外看到屋内；在老党员家同村民代表、

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起

摆政策、聊变化、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为

全党弘扬务实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作出表率。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从繁

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

令基层干部措手不及。抗疫关键时刻，一些

地区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苗头。

2020年 2月 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评了部分地区在抗

疫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

“有的地方市县卫健局、应急局、政府办、

县委办、妇联、教育局、农业农村局等都各自

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要求基层干部填写并

迅速上报，这些表格的内容其实相差无几，但

没有一个文件、一个部门帮乡镇解决急需的

哪怕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基层干部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而不是以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

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下转第三版）

减负增效重实干 担当尽责开新篇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综述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10月 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范德贝伦，祝贺他当选连任奥地利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奥关系，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范德贝伦
当 选 连 任 奥 地 利 总 统

10 月 10 日，2022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线上启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

为“国之大者”和头等大事来抓，我国粮食生

产能力持续增强，收储调控能力明显提升，供

给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成色

更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

上，人均粮食占有量 483 公斤，高于国际公认

的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

优质粮食工程“四两
拨千斤”

时下，湖北省荆州市乡村的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今年荆州粮食丰收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产量成绩骄人。

这片再生稻田属于荆州市洪湖市春露联

合社，只见 5 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尽情地在田

野间奔腾，伴随着机声隆隆，一串串金黄的稻

穗齐齐被收割、脱粒，变成了一袋袋沉甸甸的

稻谷。

“近年来荆州市以优质粮食工程为抓

手，加大水稻新品种推广的投入力度，强化

农业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培训，大力发展

‘油菜—中稻’‘小麦—中稻’、水稻‘一种两

收’、双季稻、稻虾套作等‘吨粮’绿色高效模

式，不断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目前我市

粮食良种覆盖率达到 95%，综合科技贡献率

达到 65%。”荆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

科科长王宜雄说。

2017 年，财政部、原国家粮食局共同启

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数据显示，2017 年—

2020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近 215 亿元，

带动投资 600 多亿元，“四两拨千斤”撬动作

用明显。2021 年，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实

施，各地统筹利用中央财政安排的产粮大县

奖励资金、粮食风险基金等，落实粮食绿色

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追溯、粮机装备、

应急保障能力、节约减损健康消费等“六大

提升行动”。 （下转第二版）

保障粮食供给 端牢中国饭碗
金秋时节，稻谷金黄，

瓜果飘香。人们在田间地
头忙着收获，留下一幅幅
美丽的秋日丰收图。

图为 10 月 10 日，在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河洲
镇，农机手驾驶农机在收
割稻谷。

新华社发
（曹正平摄）

丰收的田野丰收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