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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沙漠里能“种”出房子吗？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阿格图村村民刘金
山相信。他去内蒙古清研沙柳产业工程技
术中心有限公司送货时发现，合作社出售的
沙柳在这里变成了重组木、变成了木结构
房屋。

引进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技
术后，“清研沙柳”公司致力打造沙柳木产业
高端专用装备的生产制造基地。“沙柳平茬
复壮，我们既拉动沙漠增绿、支撑天然林禁
伐，还带动城镇职工就业、农牧民绿化增
收，”内蒙古清研沙柳产业工程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一说，“企业在伊金霍洛旗
建设的年产3万立方米木结构房屋生产线，
已解决了100多城镇人口就业，还带动越来
越多的农牧民种植沙柳。当我们开发沙柳
木达到10万立方米规模时，就可增加1000
多个就业岗位，维护沙柳面积 300 万亩，为
伊金霍洛旗4万农村牧区常住人口年均增收
3000元。”

从东到西，内蒙古分布着草原、森林、
湿地，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
态功能区。同时，内蒙古至今还有 5 大沙
漠、5 大沙地，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集中的
省区之一。因此，内蒙古出台了全国第一个
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的红头文件，大力培育
沙产业、草产业龙头企业。数据显示，内蒙
古全区有 214 万农牧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链
条，其中，80多万农牧民捧上治沙种草的“金
饭碗”。

“培育‘蒙草’进行修复内蒙古草原之
后，我们又利用水、土、气、人、草、畜综合大
数据平台，成功开发出‘疆草’‘秦草’‘滇草’

‘藏草’，把‘生态包’输出到新疆、陕西、云
南、西藏。”蒙草生态集团总裁王召明介绍，
10年来，集团收录各地乡土植物种质资源2
万多种、保存入库2000多种。

在蒙草生态集团和林基地，白彦兔村农
民张二威正在栽植蒙草集团引种、驯化的二
色补血草。“家里离蒙草集团很近，不出家门
就能打工。”张二威说，企业租赁村里土地
3000亩，繁育草品种140多个，为村民提供
就业岗位300个，人均增收3万元。在河北、
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像张二威一
样投身修复草原、矿山植被的农户达到530
户1596人，累计修复草原1650万亩。

内蒙古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一条

就是“鼓励各地区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而建绿护绿成为公益性岗位的
重要内容。

内蒙古阿尔山林业局天池林场护林队队长朱亚斌对此深有体会。早
些年，他和父亲朱广义都在这里伐木。2012年，内蒙古率先在阿尔山地
区停止商业性采伐。2015年4月1日起，全面停止东部102个国有林场
的木材商业性采伐。从那时起，朱亚斌和9.8万林业工人一样，由砍树人
转为护林人。为了鼓励退耕还林，自治区还把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5000
人转为生态护林员。同时，突出发展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食品加工、森
林旅游，先后提供就业岗位14.28万个。近几年，这些林业职工从心底涌
出前所未有的获得感：他们保住了内蒙古森林总面积、人工造林保存面积
在全国数一数二的位次，职工收入还增长了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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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记者朱
基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3
日集中公布了接受十九届中央第三轮
巡视的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
的巡视反馈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这3个中央单位是：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42家中管企业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
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哈
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经党中央批准，今年3月至6月，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对以上 3 个
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党组织进
行了常规巡视。至此，完成了对中管
企业的巡视全覆盖，成为十九届中央
巡视全覆盖的首个板块。巡视期间，
中央巡视组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强化
政治监督，紧盯党组（党委）职能责
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党建工作责任、整改责任等情况。

从巡视情况看，中管企业管党治
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改革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
了重大贡献。但巡视也发现，有的党
组（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深入；有的
落实深化国企改革决策部署不够到
位；有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够有力，压力传导层层衰减；有
的党建工作责任落得不实，选人用人
工作不够规范，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巡视反馈强调，要抓好巡视整改
和成果运用，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把巡视整改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日常
监督结合起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
来，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情况集中公布
至此完成对中管企业的巡视全覆盖

70年，从刀耕火种、打猎为生到
成为种植养殖的行家里手；从最初的
不敢与外界打交道，到大大方方做生
意；从完全不懂技术到成为修路、建
房、开车的好把式……

如今，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许
多独龙族群众已经参与到了旅游、餐
饮、车辆运输等第三产业，从事非农
业的人数占比逐年增加，全乡呈现出
脱贫提速、发展提效、民生提质的良
好局面，一个崭新的独龙江展现在世
人眼前。

路的变化——
从公路到信息高速路

路在独龙江乡有着非同一般的
意义。

清晨，记者见到了正在卸货的子
世应。他是云南丽江人，今年51岁，
1990年来到独龙江乡打工。开始主
要跑运输，到了这两年，当地村民陆
续有人请他帮忙在往来县城时捎带
快递。尤其是4G网络在独龙江乡铺
开以来，让他带快递的人越来越多，
这让子世应看到了开办快递业务代
理的商机。

“即使在贡山县城，3年前也只有
2 家快递公司，如今在独龙江就有 8
家快递公司。”子世应向记者介绍。

铺路架网，“网购”才得以走进
深山峡谷。1965 年之前，独龙江几

乎可以说“没有路”，过江靠溜索、
出山攀“天梯”是独龙族人出行的
真实写照。1965 年，翻越高黎贡山
的人马驿道修建，当时，从贡山县
城 到 独 龙 江 乡 单 程 步 行 要 3 天 。
1999 年，国家投资 1 亿多元修通了
全长 96 公里的独龙江简易公路，
独龙族才告别了“人背马驮”的原
始运输时代。

虽然有了公路，但路面等级低，
需要翻越海拔 3300 多米的雪山，每
年仍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群众出行
依然不便。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长6.68公里
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
通，从此独龙江乡彻底结束了每年有
半年大雪封山期的历史。全乡 6 个
村全部通柏油路，26个自然村全部通
车、通电、通安全饮水、通电话、通广
播电视，并成为云南省第一个实现村
村通4G网络的乡镇。

“隧道挖通以后，从贡山县城到
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一天就可以跑
一个来回。天气好的时候，早上七八
点钟出发，办完事下午4点左右就回
来了。”子世应说。

说话间，来了两拨取快递的人。
一个是巴坡村村民高建龄，他经常在
网上购买生活用品，一个星期左右就
能收到包裹。这位35岁的青年两年
前才学会在手机上网购，如今一个月
会在网上“逛”五六次。高建龄认为，
网购和在实体店里买东西有很大不
同，网上卖的东西相对来说更便宜，
样式也更多。

另一个是独龙江乡九年一贯制
学校的老师和金梅，她在同事杨启合
的陪同下，一起来寄快递。她在网上
买的鞋子尺码不合适，准备寄回去
调换。

来自怒江兰坪的和金梅与来自
大理的杨启合都来独龙江乡教书 4
年了，问及是否适应这边的环境，两
位不到30岁的姑娘说，“独龙江环境
优美、气候湿润，人们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尤其是现在路通了、信息越
来越发达、网购也越来越方便，便捷
的网络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渠道
获取外面的资源”。

不久前，独龙江乡开通了 5G 试
验基站，成为云南省第一个开通 5G
的乡镇。问及为何要在这么偏远的

乡镇开设 5G，中国移动怒江分公司
总经理杨四红的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越是信息不发达的地方就越需要先
进的技术。我们希望运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更好地助推
独龙族发展”。

产业的变化——
既要短、平、快，也要兼顾长远

独龙江这片土地山多林茂，适合
林下种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香料
——草果，便成了独龙江乡种植规模
最大的产业。

由于地理条件差异，草果种植在
独龙江乡有“南强北弱”的特点。比
如，在最北端的迪政当村，海拔高、积
雪多、霜期长，这样的自然条件并不
适宜草果种植。怎么办？记者在迪
政当村的田间看到了翠绿挺拔的重
楼和正在收获的羊肚菌。

重楼是一种名贵中草药，也是云
南白药的主要成分之一，喜欢生长在
背阴潮湿的环境，种得好的话，一亩
收入可达30万元。不过重楼生长周
期较长，投入也较多，属于长期见效
的产业。而羊肚菌属于见效快的产
业，一般在上年11月中下旬种植，来
年4月份便可收获，个头大、根部白、
品相好的新鲜羊肚菌目前的收购价
是每斤40元。

（下转第二版）

独 龙 腾 飞 ，一 跃 千 年
——来自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的蹲点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8月3日，在首届福清开渔节上，渔船驶向大海（无人机拍摄）。当日，2019年首届福清开渔节暨海洋文化旅游节在福
建省福清市沙埔镇开幕。我国自1995年开始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目前休渔海域覆盖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4个
海区，休渔时间从最初的两个月延长到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百舸争流庆开渔

新华社拉萨8月3日电 （记
者刘洪明） 拉萨至林芝铁路全线
控制性工程——布喀木隧道8月2
日下午顺利贯通。这是拉林铁路
又一座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长大
隧道成功贯通，标志着全线重难点
工程再次取得阶段性突破。

布喀木隧道位于西藏林芝市
米林县境内，平均海拔3100米，全
长 9240 米，最大埋深为 1381 米。
据了解，施工过程中面临高地应
力、高地温、涌水突泥、风积沙、有
毒气体等挑战性难题，项目部研发
应用水压光面爆破和聚能水压光
面爆破技术，发明应用智能喷雾降
尘装置等新技术、新装备，确保了
工程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中铁十七局拉林铁路项目指

挥长王树成介绍，布喀木隧道岩爆
区占比 90％以上，施工过程中累
计发生岩爆3000多次，隧道内最
高地温达到 42 摄氏度，长距离的
单洞施工作业面带来的更大挑战
是洞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19％。施工期间，除设置风机和
风带等基础通风设施外，还采用

“接力通风法”，每隔一公里设一处
氧气中转站，较好解决了高原长大
隧道内高温缺氧的施工难题。

记者从西藏铁路建设有限公
司获悉，布喀木隧道是拉林铁路
47座隧道中第37座贯通的隧道。
截至今年7月末，拉林铁路隧道建
设累计完成设计的 95％，剩余的
10 座 隧 道 有 望 在 今 年 底 全 部
贯通。

拉林铁路布喀木隧道顺利贯通
剩余的10座隧道有望在今年底全部贯通

华为中标基辅地铁4G项目
新华社基辅8月2日电 （记

者陈俊锋） 华为乌克兰分公司2
日发表公报说，公司已经中标乌克
兰首都基辅地铁4G网络建设项目。

公报说，目前基辅地铁只有
2G 网络覆盖，无法满足增长的通
信需求。华为中标的项目是其在
中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
的地铁通信项目。

华为乌克兰分公司业务发展
总监谢尔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华为在巴黎、布拉格等地
的地铁通信项目建设中积累了丰
富经验。此外，乌克兰基辅地铁
2G网络和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的
地铁4G网络也由华为建设，这些
都助益华为中标，希望基辅居民和
游客能很快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
带来的便利。

据悉，基辅地铁4G 网络建设
项目招标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
2019年7月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