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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3 点官方微博发布抽奖信
息，11分钟完成抽奖全过程，随后删除
抽奖页面。”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
西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的抽奖活动，
因为“发的蹊跷、删的异常”，引起了用
户和媒体的关注，很多人对抽奖活动的
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据了解，事情的经过是：7 月 12 日
凌晨 3∶05，山西移动官方微博发了一
条抽奖信息，标明转发该微博并@山西
移动和 3 位好友即有机会获得明星旗
舰手机一部，而开奖时间设在 11 分钟
后。3∶16，山西移动官微公布中奖信息，
有两位用户分别抽中了一部手机。

为何事先没有任何消息并且是在
凌晨发布？广大用户对山西移动官方
微博的此次“快闪抽奖”活动充满了
疑问。

据反映，像这样没有预热、半夜突然
发布的抽奖信息，10分钟左右后就开奖
的事情，在山西移动并不是第一次。6月

27日，山西移动的官微也做过类似的活
动，凌晨0∶14发布抽奖信息，0∶24开奖
后2位用户中奖，奖品还是手机。记者在
山西移动官方微博上发现，目前，涉及这
两次抽奖活动的微博均已删除。

针对此事，山西移动的工作人员
表示，推出抽奖活动是移动公司在世
界杯期间为方便用户更好地知晓、体
验移动的产品而进行的，活动奖品设
置有 100 元话费充值卡以及明星旗舰
手机。记者浏览山西移动官方微博发
现，100 元话费充值卡的抽奖活动每
次都是白天开始，有两天参与时间。
而奖项是手机的两次抽奖活动却都是
在“半夜”开始。移动工作人员说，
截至 7 月 13 日，手机抽奖活动只有 6
月 27 日 0∶14 和 7 月 12 日 3∶05 两次，
而这个时间是为了配合世界杯比赛时
间。至于为何选择这两天进行抽奖活
动，工作人员表示，是随机选取时间
段进行策划抽奖。对于活动微博在抽
奖后被删除，工作人员表示是根据活
动后台规则操作的。但记者查阅微博
抽奖平台相关规定时，发现其中特别
注明“所有活动微博、公示中奖微博
在活动结束3个月内均不可删除”，这
两次活动后删除相关微博的行为显然

违反了该项规定。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综合服务部主

管张东华表示，移动公司其他活动都很
正常，唯独这项半夜抽奖的活动很神
秘，他们也在找答案。对于此事已经要
求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进行说明，至于为
何抽奖刚结束就删微博一事，她表示不
太清楚，会继续查实。

7 月 15 日，山西移动官微再一次
发布了价值 2999 元的手机抽奖活动，
时间仍为 10 分钟，1名用户中奖，但中
奖微博消息未被删除。带着与用户同
样的疑问，记者数次与中国移动山西
公司负责人联系，结果是办公室电话
设限，呼叫“不能完成”；手机无人应
答；发送短信不予回复。

山西移动：“半夜抽奖”为哪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存瑞

本报北京7月19日讯 记者顾阳

从海关总署获悉：作为首批既有联合激
励又有联合惩戒的职能部门之一，海关
总署已对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5万余家失信或黑
名单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其中，下调企
业信用等级 56 家，通关锁定约 1.48 万
家，移交风险布控近3000家，移入海关
异常企业名录约3.4万家。

从今年 5 月开始，海关每月定期
向生态环境部通报违法进口“洋垃

圾”失信企业名单，已通报 2 批次 27
家企业并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同时，
还向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提
供高级认证企业和失信企业信息，以
供其他部门实施联合奖惩措施。

据悉，截至目前，海关已经参与
了工商、税务、最高法、环保、共青团
中央等多个部门的联合奖惩，签署了
31 个联合惩戒和联合激励合作备忘
录，基本覆盖了各个重点行业和重点
领域。

5 万余家失信企业受到联合惩戒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要强，人民
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
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
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鉴于
青藏高原的特殊区位与重要性，在我国
重大科技规划中，青藏高原持续被列为
重点关注区域。《1956—1967 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 年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1978—1985 年全国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规划中，都设
有针对青藏高原的相关任务。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家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
大研究计划中，均设置了青藏高原生态
环境相关的研究项目。这些科技计划
的陆续实施，一方面使我国青藏高原研
究跨入国际前列，另一方面为青藏高原
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科
学基础。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
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自上世纪 70年
代我国开展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起，
相关研究成果就为高原区域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
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全面
完成了青藏高原基础调查，积累了大量
的科学资料，初步探讨了青藏高原形成
演化与资源环境等理论问题，为青藏高
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提供了扎

实的科学依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进入了一
个崭新时期。科学研究更紧密结合青
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需求。科研人员先后参与编制了

“一江两河”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
展综合规划、西藏昌都地区农业发展规
划。这些工作对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
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一江两河”规划提出“粮食生产—农业
综合开发—生态保护”的路子，在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粮食产出水平的
同时，生态质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未来西藏农区应积极推进绿色设施农
业的建设和发展，关注与藏北那曲地区
牦牛产业的结合；这将促进人口占比高
达75%的农牧民生活的稳定和发展。

2011 年，在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
上，国务院发布《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
设 与 环 境 保 护 规 划（2011—2030
年）》。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有利于加
强青藏高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实施后，
2014 年，青海和西藏先后发布了《青海
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西藏自治区主
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了各区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的主体功能定位。对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很多科技成果得到了实际应用。特别
是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恢复治理等领域
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直接转化到了经济
建设与生态保护工程中。如青藏铁路
建设中，降温固基、植被恢复、动物保护
等科研成果的应用，在保护铁路沿途区
域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保障了铁路的

长期稳定运营；三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
综合信息云平台和草情监测与草畜平
衡诊断系统，实现了信息云平台和典型
示范区县级平台的联网运行，为构建三
江源生态保护“减压增效”的“智慧生态
畜牧业”新模式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信息
与技术支撑。

西藏已建成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约
占自治区总面积的 1/3，加上限制开发
区面积就更大，通过组织当地牧民参与
自然保护工作，巩固了生态保护成效，
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科技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辅助作用。目前高原上日益健全的
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涵盖了环
保、国土、农林、水利、气象等多个领域
和部门，形成了部分时序最长、指标最
全的高质量基础数据库。这些实时数
据和监测平台不仅服务于科研人员剖
析高原生态环境变化机理，也有助于管
理人员跟踪高原生态环境变化过程，监
测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及时预判相关
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提高管理效率。

再者，科技规划和项目的实施对高
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好的示范和引
领作用。如太阳能、生物质能等绿色能
源在高原地区的实验与示范，有效带动
了高原农牧民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绿色
生活方式转型，降低了居民对牛粪、薪
柴和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了生态环境
的恢复与改善。近几年，西藏科技厅组
织脆弱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在湿
地修复和沙地治理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绩和进展。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西藏发展的主要
支撑产业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科学

地协调好高原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以保护自然生态和藏族文化传承为前
提，科学规划，避免不合理的旅游开发破
坏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造福
高原人民。如珠峰等景区要限制建设永
久性建筑，在冰川景点要建设栈道，避免
因人为扰动导致冰川消融加速。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应进一步协调好政府、旅游
管理部门、相关企业与景区原住民的关
系，以法规形式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保
障农牧民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

另外，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助于提
高民众文化素养、增强环保意识，进而
提升民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
度。如青藏高原地方病的调查与预防
研究中，通过对地方病患者的诊断和救
治，民众注重饮食卫生的自觉性明显提
高。居民普遍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自觉保护水源地。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大
量、长期的科研探索，以保障生态建设
与区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同时，也应该看到，青藏高原生态文明
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科学
院提出的“泛第三极（Pan—TPE）环境
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及国家推动的“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和“三极环境与气
候变化”等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与实施
都将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
续支撑。

（作者分别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

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恢复治理等领域研究成果得到实际应用——

科技助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郑 度 张镱锂

7月19日，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蓝图农机专业植保服务队利用植保无人机对

水稻进行病虫害防治。当地农业部门在永建镇永和村村委会组织开展水稻病虫害

专业化统防统治，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 张树禄摄
无人机施药防虫害

“中厅靠大门边的一座平房就是朱云
卿烈士的出生地。”“朱云卿原名朱云，
1907 年出生于梅县，是我军早期杰出将
领。”这是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朱云卿故居
传出的讲述声，来自附近社区的20多名党
员干部佩戴党徽，听授课老师介绍朱云卿
烈士的革命故事。

朱云卿，1907 年出生于广东梅州，
1921 年随叔父到印度尼西亚打工，1924
年回广州，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参
加 军 校 进 步 组 织“ 青 年 军 人 联 合 会 ”。
1925 年 10 月，朱云卿参加讨伐反动军阀
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战斗中机智英
勇，受到周恩来的赞赏，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6 年 1 月，朱云卿从黄埔军校毕
业，按照党的要求留在广州从事革命活
动。同年秋，朱云卿被任命为中共北江特
委委员，负责主办北江农军学校。在他的
组织和领导下，中共北江特委先后举办了
两期农军训练班，培训农军干部 260 余
人。1927年 4月，朱云卿率领农军学校第
二期学员与北江农军大队会师湖南，公开
支持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6月，朱云卿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赴
武汉，担任武汉农政训练班主任。

同年 9 月，朱云卿参加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
山，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夏，朱云卿担任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长，在毛泽东、朱
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著名战斗。
1928 年 8 月下旬，他与党代表何挺颖一起，指挥不足一个营的
兵力，凭险抵抗，击退了湘赣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
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1929 年 1 月，朱云卿率领红三十一团随红四军主力进军
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大柏地、长岺寨等重要战
斗中率部担任主攻任务。同年 3月，他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同
年年底，朱云卿参加古田会议，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
意见。

1930 年 6 月，朱云卿任红一军团参谋长，8 月，任红一方面
军参谋长。1930年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龙
冈战斗中，朱云卿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计划，部署部队，指挥作
战，对全歼张辉瓒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毛泽东称赞他为“得力助手”。

1931年春，朱云卿因劳累患重病住进江西省吉安县东固医
院治疗，5月22日，在医院被国民党军杀害，年仅24岁。

1983年，朱云卿被中共中央军委列入193位对中国革命做
出杰出贡献的军事人物之一，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
朱云卿故居于1987年11月被梅县人民政府定为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2年，朱云卿故居被重新公布为梅江区文物保护
单位。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新华社广州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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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9 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18 日，财政
部、应急管理部向四川、甘肃两省紧急下拨中央财政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1.7 亿元，主要用于近期两省严重暴雨
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
民房恢复重建、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受灾群众生活救
助需要。

据了解，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此前针对四川、甘肃两
省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向两省灾
区组织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中央救灾物资，指导和支持
灾区政府做好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各项救灾
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下拨1.7亿元
支援川甘两省应对暴雨洪涝灾害

本报讯 6 月 30 日至 7 月 17 日，青海大范围持续降雨，致
使多地遭遇不同程度洪涝灾情。7 月 18 日晚上 8 点到 19 日早
晨8点，青海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海东市循化县和黄南州尖扎
县 24 小时内降水分别达到 41.9 毫米和 14.3 毫米，其中循化县
降水量达到 1961年以来的历史极值。突降暴雨致使青海省内
多处山洪、泥石流暴发，导致多条高速阻断。

对于此次灾情，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18日，青海省
副省长韩建华组织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冒雨进行抢险救援指挥工作。

同时，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立即组织养护、建设、路政、
路网监测等部门开展应急抢险保通工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人员、机械迅速赶赴受阻路段，积极抢通受损道
路。进一步强化道路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对路基缺口、
桥梁桩基、道路边坡等重点部位进行再排查再整治，防范安
全事故发生。同时，抓紧开展水毁路段路基边坡修复，力争
道路尽早恢复通畅，积极协调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及时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导向标，积极疏导、分流受阻路段滞留
车辆。

青海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巴之玉告诉记
者，通过核查，此次降水过程虽然来势凶猛，但由于汛期前准备
工作充分，各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应急处置得当，有效地减轻了
灾情损失。 文/石 晶 田得乾

强降雨致使山洪暴发

青海全力开展洪涝抢险救灾工作

据新华社上海7月19日电 （记者

张建松 申铖） 记者从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1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
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将于 20 日乘
坐“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
发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据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夏立
民介绍，“雪龙”号计划航程 12300 多海
里，预计九月下旬返回上海港。

本次考察将以“雪龙”号为平台，推
进国家北极业务化观/监测网建设；通过
对白令海、楚科奇海和北冰洋高纬海区
等我国北极考察重点区域进行业务化调
查，推进我国极地业务化体系建设；掌握
海洋水文与气象、海冰、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化学等环境
要素的分布特征，为北极地区环境气候
等综合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本次考察还将深入开展北极高纬度海
域的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新型环境污染
物等北极国际治理议题相关的业务调查，
为解决区域和全球性环境问题提供支撑。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纪委书记朱建钢
担任中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
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魏泽勋担任中国
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考
察队还邀请了法国、美国等国的科学家
在海洋、环境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我国开展第九次北极科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