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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份，都有国家发展与民
生改善的最新讲述。

2016 年，从“中国天眼”落成到
“墨子号”飞向太空，从神舟十一号
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到中国奥运健
儿勇创佳绩⋯⋯我们感受力量。

2016 年，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
化更便利到许多贫困地区上学条件
改善，从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
奔波到很多群众有了家庭医生⋯⋯
我们也感受分量。

“这一切，让我们感到欣慰。”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
贺词时说。

宏大叙事的呈现，都是生动故
事的汇集。聆听下面这些用心的
讲述，体味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
共振。

“中国天眼”伴我成长

当制造某一样东西，倾注你最
大的心血，又伴随你成长，你会以怎
样的心情迎接它的最终呈现。

2016 年 9 月 25 日，当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
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启
用，开始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电磁
波，年轻科技工作者潘高峰也在心
潮澎湃中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高峰。

博士毕业后就扎根贵州深山 8

年多，潘高峰用“可遇不可求”形容
自己参与这项重大工程的自豪，“我
们为‘中国天眼’量身定制世界上跨
度最大的柔索牵引机构，帮助它高
精度定位；自主研发了可经受反复
弯曲、卷绕和扭转的动光缆，确保它

‘视神经’通畅”⋯⋯
如数家珍地认真讲述中，我们感

受到一种梦想的力量，也增强了仰望
星空、向宇宙更深处探索的信心。

“墨子号”升空中的脚
踏实地

金灿灿的“墨子号”模型摆放在
办公室最显眼位置，济南量子技术
研究院院长助理周飞给记者讲述着
这个“宝贝”哪根是天线、哪个是镜
头。

2016 年 8 月，世界首颗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中
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
间的量子通信。对于亲身参与这一
项目的周飞而言，最大的感触是整
个团队的脚踏实地。

中国量子通信研究经历了实验
室研究、1 公里传输实验、16 公里传
输实验、百公里传输实验等，最终才
有了“墨子号”飞向广宇，绝不是一
蹴而就。

2017 年 ，周 飞 最 大 的 期 望 是

——如期完成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
与量子通信“京沪干线”的顺利对接。

“悟空”号带来人生最
大惊喜

2016 年 12 月 17 日，中国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整整在轨
运行一年。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暗
物质卫星监控大厅中，孙悟空造型
的蛋糕摆放在一周年的“生日宴会”
上。

被称为“悟空”的“师傅”、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常进告
诉记者，“悟空”的表现超出预期，现
在的数据在以 1 天数百颗光子的速
度累积。“我们的最新成果将在2017
年初正式公布。”

这位 20 多年致力于宇宙高能
电子、伽马射线探测技术的天文学
家最期待的，就是“悟空”号将给他
带来的惊喜，这将是他人生中最不
可预知、但也是最大的惊喜。

永不停歇的状态遨游星汉

“完成好每一个型号任务，做出
更多原创发现。”参与天宫二号飞行
任务应用试验、中科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高铭始终保持着不停
歇的工作状态。 （下转第二版）

四川全省流淌着1400余条大小
河流，是名副其实的“千河之省”。日
前，《经济日报》记者对成都、雅安、宜
宾和泸州四地进行回访时发现，作为
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
养地，2016 年这四个城市在推进生
态保护和修复，加快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方面亮点频出。

白鹭湾生态湿地公园位于成都
市区东南部锦江环城生态区，是成都
打造的“六湖八湿地”之一。公园工
作人员印成军说，“2016年白鹭湾湿
地接待游客近 280 万人次。我们全
年共修复植被 10 万平方米，投入
300万元进行了湖泊治理”。

金沙江和岷江在宜宾市交汇，宜
宾长江公园占地 1000 余亩，满足了
老百姓亲水、健身、休闲的需要。合
江门广场也成为宜宾市的地标建筑，
是夏季人们乘凉消暑的好去处。

在四川，像白鹭湾生态湿地公

园、宜宾长江公园这样依水而建的景
观不在少数，而每一处景观都与相邻
水系加速治理密不可分。

泸 州 市 2016 年 共 投 入 资 金
1000 余万元，建成 5 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均具备溶解氧、氨氮、总磷等 8
项指标监测能力，并已实现向社会发
布实时监测数据。

为守住绿水青山，四川还加快了
化解落后产能、推动产业升级的步伐。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我们
的利润略微下降了一点，这和我们坚
决不再拓展传统市场有很大关系。”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综合部
负责人胡涌泉告诉记者，“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节能的发展理念更符合
今后整个大市场的需求”。

新筑通工生产基地所在的雅安
市于 2016 年 9 月制定了《构建绿色
工业体系推进发展振兴的实施方
案》，严格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和新型工业化要求，着力发挥政策综
合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
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
兵报道：2016 年 12 月 28 日，经
过数万名建设者历时 39 个月的
奋战，总投资 550 亿元、年转化
煤炭 2036 万吨的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 400 万吨／年煤炭间接液
化示范项目成功出油。

该项目的启动对提升我国
煤制油化工技术水平、装备制造
水平及助推我国燃油产品品质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
着宁夏宁东建设国内一流能源
化工基地迈出坚实步伐。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委、政
府常务副主席张超超介绍，宁东
基地“十一五”时期实现了由地
下采煤跃至空中输电的跨越，

“十二五”时期实现了“由黑到
白”的蝶变，“十三五”时期将做
好“由低到高、由白到细”的转型
发展。

2013年9月，400万吨/年煤
炭间接液化项目落地宁东。神华
宁夏煤业集团董事长邵俊杰介
绍，该项目总投资约550亿元，按
工艺技术、装备台套数统计，国产
化率高达98.5％。它也是目前世
界石油化工及煤化工行业一次性
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项目。

为了做好这个项目，神宁集
团边发展边引进，培养出一批国
内一流的煤化工科技人才。与
此同时，神宁集团经过对国外煤
化工技术的引进、消化、创新，成
功地完成了 GSP（干煤粉气化技
术）和MTP（甲醇制丙烯技术）全

球首次工业化应用，完成 37 项技术创新项目，实现
293 个超大设备、9000 多个部件（设备）国产化安装；
他们自主研发的“神宁炉”，能“通吃”各种煤种，占领了
中国煤气化市场。

当年在西北发展煤化工及搞煤制油，国内存在不
少反对声，认为对环境的破坏太大。“为了环保达标，8
年来我们投入 50 亿元。”神华宁煤煤炭化学工业公司
副总经理李刚健说。为了降低和减少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的排放，神华集团先后引进消化了国内外多项先
进的脱硫、脱硝工艺技术。

为防止水污染，宁东工业基地还按照“近零排放”标
准，建成了临河工业污水处理厂及中水回用厂、煤化工
园区污水处理厂和核心区污水集送再利用一期工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底，宁东基地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率达到72.6%、工业废水重复
利用率达到85.2%、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达到 67.8%。宁东空气质量全年优良
天数达到284天。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 石晶
报道：近年来，坐落在柴达木盆地
的青海盐湖股份公司抢抓世界镁
工业格局调整的历史性机遇，强力
实施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建设，取得
丰硕成果，10 万吨/年金属镁、100
万吨/年煤制甲醇、16 万吨/年聚丙
烯、30 万吨/年氢氧化钾等项目相
继投产。

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金
属镁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使镁合金
前后端全产业链绿色、生态特点充
分体现，有助于镁金属及合金在制
造业轻量化方面的推广应用，有助
于市场供应更加稳定，有利于镁产
业消费新发展”。

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管委
会产业发展部部长周心龙说，“随
着循环经济核心项目金属镁一体
化的建成，未来潜在市场非常巨
大，园区内镁锂合金、海绵钛等高
端化、精细化、功能化的精深加工
项目的前期工作即将启动”。

距格尔木向北 300 多公里的
德令哈工业园里，青海聚之源新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高性能锂电
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和年产 6000 吨
高端六氟磷酸锂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建设中。公司总经理施宇林向
记者介绍，公司预计今年 9 月建成
试生产，投产后的六氟磷酸锂工业
将填补青海空白，解决航空和太空
领域我国六氟磷酸锂依赖进口的
局面。

采访中，在青海日晶光电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工人在紧张地
安装设备，工程师紧随其后现场调试，而下游企业的工作
人员也在生产炉旁焦急地等待产品交付。

企业负责人赵忠侠说，“去年8月份，因为生产所需的
原材料价格高、用量大，加上我们着急上生产线，企业流动
资金断裂。关键时刻，管委会负责人带着柴达木担保公司
和银行的人来了，为我们借款8800万元，帮企业渡过了难
关。目前，我们生产的单晶硅和多晶硅供不应求，下游企业
甚至派人住到厂里催货”。

记者在循环经济管委会财政金融部了解到，为破解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融资难题，管委会创新服务，园区柴达
木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了总
规模 115 亿元的 3 只投资发展基金，主要投向循环经济
特色产业与延伸类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新能源、新

材料项目以及高原特色生物产业等项
目，开创了试验区“统贷统还”融资新模
式，打通了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推动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宁夏宁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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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总书记欣慰的事，听他们用心讲述……

1 月 14 日,河南周口水寨办事处西郊社区的舞狮队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春节将至，当地多支民间文艺队活跃在社区村庄，多姿多彩的文艺演出营
造了浓厚的春节气氛，为群众送上文化盛宴。 项 萱摄

四川：生态优先 构筑绿屏
本报记者 刘 畅

中国市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瑞士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访问 4 版

在民航旅客心目中，“空中交通
管制”是个不太陌生但又十分神秘
的名词。空中交通管制到底是为了
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春运期间又
怎样保障旅客出行？刚进入春运，

《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
区的华北空管局空管中心，近距离
观察空管中心的春运保障情况，为
读者揭开空中交通管制的面纱。

一走进空管中心的管制大厅，
记者就被这里的紧张气氛所感染：
管制员们戴着专用耳机，全神贯注
地注视着监控屏幕，短促有力的管
制指令有条不紊地发出。屏幕上，
代表监管区域的扇面上，密密麻麻
地移动着一个又一个小亮点。“每一
个亮点就是一架正在运行的航班。”
一旁的空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管制员们就是要负责好不同扇面的
监控工作，既要监控是否存在潜在

的冲突，也要及时协调满足航班的
各种飞行需求。

华北空管局空管中心流量管理
室副主任康晋培告诉记者，根据空
域的面积、天气的情况以及安全冗
余的设定，一定面积的空域中可以
通过的飞机数量是有上限的。“流量
管理室会进行测算，计算出最接近
实际保障能力的保障量，并按程序
进行流量管理。”康晋培说。

流量控制对旅客产生的最大影
响就是航班能否准点。康晋培告诉
记者，影响流量最大的因素是天气，
根据天气变化迅速计算出适合的流
量，是空管中心这些年一直在努力
提升的目标。“比如春运高峰期，航
班量基数大，一旦出现雨雪天气，积
压航班量就会增加。”康晋培告诉记
者，如果只是简单削减流量，就会造
成航班大面积延误。

华北空管局党委书记许超前告
诉记者，为从源头上解决航班正常性
问题，华北空管局想了三招来应对。
一个是在现有空域上想办法挖潜力，

一个是在协同决策上想办法，再就是
针对恶劣天气影响建立大面积航班
延误应对机制。华北空管局建立了
一套流量管理及多机场协同决策系
统（CDM），把华北空域内的首都国
际机场、北京南苑机场、天津滨海机
场、石家庄正定机场、太原机场等21
个机场接入统一调度协调，有效地减
少了旅客的等待时间。以首都国际
机场为例，2015年，首都国际机场日
平均架次较 2010 年增长 14.1%，航
班正常率反而提升了近3%。

华北空管局空管中心区管中心
管制一室副主任吴疆告诉记者，对飞
机的管制分为三个阶段：塔台管制、
进近管制（终端管制）和区域管制，分
别负责起飞降落、航道进出和平稳飞
行阶段。吴疆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区
域管制。“华北空管中心管理的区域
面积有128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我
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13.3%。”吴疆告
诉记者，管制员的工作强度大，对管
制员的精神状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们工作是四班倒，整段工作时间

不能超过6个小时，连续工作不能超
过2个小时，就是为了确保管制员在
工作时能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

区域调度是一件严肃的工作，
但是工作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细
节。吴疆告诉记者，这些年随着航
班量提升，国外航班也在增多。外
国飞行员有时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
问题。2014 年巴西世界杯期间，有
一天正值巴西队和德国队比赛。有
架德国飞机进入管制空域，完成指
令后，飞行员专门关心地问了一句，
现在两队比分几比几了？说到这
里，吴疆突然问记者：“你知道外国
飞行员问我们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吗？”看着记者一脸懵懂，他说：“是
长城，几乎所有进入区域的外国飞
行员都会问我们，长城在哪里？”

据初步预测，2017 年春运民航
客运量约 5830 万人次，增幅将达到
10%。在大家赶着回家团聚的时
刻，还有许多像吴疆这样普通的管
制员在默默地紧张工作，保障着春
运旅客的平安出行。

探访空中交通管制员“精准调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狮舞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