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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

——记中铁大桥局创新建桥团队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架托架
。

近日

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风险教育课已上了多次，市场
经济的潮起潮落一直在不断地锤炼着身在其中的人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一步地理解了“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套话。人们需要在市场
的洗礼中放弃急躁与焦虑，逐步地理性起来，也更需要不
断地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形势，掌握新情况，稳健地走向
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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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局施工人员在九江长江大桥铁路桥钢梁上安装铁路防护棚

内页点睛

6 月 28 日，被誉为中国“最美高铁”
的合肥至福州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其跨
越长江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铜陵公铁
长江大桥再创世界纪录。
据桥梁设计单位中铁大桥勘测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铜陵公铁
长江大桥跨江主桥全长 1290 米，采用两
塔五跨斜拉桥结构，主跨 630 米，刷新了
中国乃至世界公铁两用大桥桥梁跨度的
新纪录，是目前建成通车的世界最大跨
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加力公共服务是稳增长的有效方向
在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财政资金更要花在
“刀刃”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向。在
这个过程中，必须协调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需要加大投入共存的矛盾，同时也要建立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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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重在行动

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挺起中国桥梁事业的脊梁

胡国林

新华社发

）

本报上海 7 月 5 日电 记者吴凯报
道：上海今天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
见》，提出创新更具竞争力的人才集聚制
度，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优化
人才创新创业的综合环境，将上海打造成
为国际一流创新人才汇聚之地、培养之
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
在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意见》
明确表示，将降低永久居留证申办条
件，扩大人才签证申请范围，简化来上
海创新创业的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手续，
并探索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在上海创
新创业。《意见》 提出，对在上海已连续
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
累计不少于 6 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
住所，工资性年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
税达到规定标准的外籍人才，经工作单

摄
（

铜陵公铁长江大桥是继武汉天兴洲
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后，长江
上建成的又一世界级公铁两用桥梁工
程。大桥的多项设计指标达到国内、国
际领先水平，在中国铁路斜拉桥中首次
采用了大型深水浮运沉井、小阻尼指数
阻尼装置、全焊接桁片设计等新技术新
工艺。
自武汉长江大桥伊始，总部位于武
汉市汉阳龟山之畔的中铁大桥局，专心
架桥，追求创新，跨过千山万水，飞越深
谷海洋，书写“中国跨度”。60 余年来，中
铁大桥人 78 次跨越长江天堑，43 次飞越
黄河险滩，36 次横渡海湾，他们承建的
2000 多座桥梁，总长度逾 2000 公里，巍
然屹立于神州大地及东南亚、非洲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建桥最多、
质量最优的企业。
60 多年，武汉从一桥到八桥，这座
“江城”的历史，与建桥相伴相生。而见
证这历史的，正是有“中国建桥国家队”
之称的中铁大桥局。站在龟山顶上，远

远望去，武汉第八座长江大桥——鹦鹉
洲长江大桥雄姿呈现，展露出一抹迷人
的“国际橘”。挺立江塔，下游 2 公里多
的武汉长江大桥巍巍在望，上游 2 公里
多的杨泗港长江大桥正在紧张施工中。
据了解，长江上的公铁两用桥和大
型铁路桥几乎都由中铁大桥局承建。迄
今为止，这些桥梁无一起垮塌质量事故
发生。中铁大桥局集团公司董事长刘自
明自豪地说，60 年前，筹建武汉长江大桥
要举全国之力；如今，中铁大桥局在长江
上同时在建的桥梁就有 12 座。
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中国由建桥
大国迈向建桥强国转变阶段，多项技术

在国际领先。这期间关于建桥的故事，
刘自明有太多的话想说。在青藏铁路上
架桥至今都是中铁大桥人难忘的记忆。
作为世界第三极上的交通大动脉，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铁路之一，
也是有史以来建设最为困难的铁路工
程。青藏铁路拉萨至格尔木段全长
1142 公里，其中桥梁总长 160 公里，除
传统的跨江河桥及跨公路桥外，因环保
的需要，还设计有冻土隧道、野生动物
通道及穿越湿地沼泽的代路桥等独特的
“ 环 保 桥”， 这 些 各 种 功 用 不 同 的 铁 路
桥，催生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一道亮丽
的“桥梁风景线”：桥墩高达 52 米的青

藏铁路第一高桥——三岔河特大桥，千
里青藏第一长桥——清水河特大桥，万
里长江第一桥——沱沱河特大桥，以及
横跨昆仑、穿越唐古拉、雄贯拉萨河的
众多大桥……
参与建设的大桥局工程技术人员还
记得，复杂的地质环境使全线各类铁路
桥 的 设 计 显 得 十 分 重 要 ，这 些 桥 梁“ 防
晒、防水、防冻、防湿、防降温”，路桥随山
势呈“波状起伏”，各桥与所处自然环境
在外观和内部构造上形成和谐统一，尤
其是为野生动物开辟通道的作法，在中
国铁路建设史上是第一次。
（下转第二版）

上海出台人才新政促创新创业
将发挥降低永久居留证申办条件、户籍政策激励导向等引才作用
位推荐，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在上海
地区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到上海
自贸试验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就业的外国留学生，经上海自贸试验
区、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
具证明，可直接申请办理外国人就业手
续和工作类居留许可。
在国内人才引进方面，上海将充分
发挥户籍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意
见》 提 出 ， 上 海 要 完 善 居 住 证 积 分 政

新型主体势头强劲

策，对经由市场主体评价并获得市场认
可的创业人才及其核心团队、企业科技
和技能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及
其核心团队等，直接赋予居住证积分标
准分值。此外，还要完善居住证转办户
籍政策，优化人才户籍直接引进政策；
提供便利化服务建立外国人就业证和外
国专家证一口受理机制，优化引进人才
申请“社区公共户”审批流程，建立健
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先期审核、公

安部门办理手续的工作机制等。
在改善创新创业环境方面，《意见》
表示，上海要扩大政府天使投资引导基
金规模，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对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的投入；完善商业银行与
风险投资、天使资本的投贷联动模式，
缓解人才创业初期融资难题；优化人才
生活保障，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
为优秀人才提供贴身帮助，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
要求，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2014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了 33.8%，有力推动了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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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石家庄的幸福密码

2015幸福城市高层研讨会召开
本报石家庄 7 月 5 日电 记者朱磊 朱轶琳报道：
什么是幸福城市？通往幸福城市的密码是什么？今天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的“解读石家庄的幸福密码·2015
幸福城市高层研讨会”上，
“幸福石家庄”的建设者和相关
专家学者畅所欲言，阐述幸福含义，探索发展路径，为进
一步推动“幸福中国”和“幸福石家庄”的建设群策群力。
作为“幸福城市”建设的先行者，石家庄市委、市政府
早在 2011 年就提出建设“幸福石家庄”的目标，并通过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创造群众就业
机会、优化城市治安环境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居民的安全
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与会专家在石家庄市调研后表示，
多项幸福指标的全面攀升支撑起石家庄人的幸福感。这
得益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改善民生的坚定决心和合理
科学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时“幸福石家庄”建设依然存在
“短板”，如收入水平、交通状况、生态环境等。与会专家
建议，石家庄市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加大民生投入，补
齐幸福“短板”，让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互动，建
设幸福之城。
本次研讨会由经济日报社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共
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
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相关报道见十版、十一版）

七趟丝绸之路货运品牌班列开行

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

农村改革描绘希望的田野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部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的政策指向清晰明确，力度渐
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势头良好。
目前，各地上报的家庭农场有 87 万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 万多个。据国家
工商总局统计，截至 5 月底，全国依法
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39.3 万户，出
资总额 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6%、3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
的一项重要成果。今年以来，我国在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
护体系、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善乡村治理
机制等 5 大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业经营体系创
新、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迈出新步伐，
供销社、农垦等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
革试验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改革的成果
展现在丰收的田野上，上半年，棉油
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供给充
裕，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农村改革处在破冰攻坚的关键阶段。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举措众多，最大的特点
在于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农村改革最重
要的底线和原则就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本和情感依
赖，其作为生存保障资料的功能在短期
内不可能改变，在推进各项农村改革
中，有关部门遵行审慎稳妥的原则，坚
持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底线。从土地流转
到土地确权，从有关中央文件到地方实
施意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要求得到
了充分体现。

今年深化农村改革又有一系列新思
路、新视野和新办法。以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体系为例，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国家在继续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和投
入力度的同时，探索提高农业投入精准
性和有效性的方法和途径。
今年 5 月，财政部、农业部发布
《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
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调整 20%的农资
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选择部分地区将农业“三项补贴”
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相关报道见五版）

本报兰州 7 月 5 日电 记者李琛奇 陈发明报道：
被命名为“兰州号”的国际货运班列今天早晨满载着机电
设备等货物从甘肃兰州新区火车北站缓缓驶出，随即开
始了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全程约 2683 公里的首发
行程。同日，
“ 零散批量货物快运班列”
“ 中亚货运班列”
（武威南至阿拉木图）
“化工快运班列”
“钢铁快运班列”和
“铁水联运集装箱班列”
“铝产品快运班列”等另外 6 趟丝
绸之路铁路物流货运品牌列车也先后开行。
据了解，
“兰州号”国际货列计划每周发一班，以逐步
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能源合作、经济贸易的空间，缩短中
国西部与中欧亚各国之间的运输时空，更让“中国制造”
多了一条走向世界的便捷之路。
图为“兰州号”国际货运班列驶离兰州新区北站。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