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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建成通车的思小高速北起云

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至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景洪市小勐养，是我国第一条穿过国

家级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的高速公路，也

是昆曼国际大通道上连接中国的第一站。

沿着这条全长 97.7公里的高速公路

一路南下，绿色是它的标志，生态则是它

的名片。

徐景江现任云南交投普洱管理处副

处长，15年前，她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建

设者之一。徐景江回忆，由于公路穿越

热带雨林，设计建设过程中，选线成了首

要问题。“为尽可能减少对保护区的破

坏，2000 年，专家调研组通过实地踏勘，

在多个方案中选定线路。现在这条线路

虽然经过了自然保护区，但都是次生林

和经济林，避开了保护区核心地带和敏

感的热带雨林，也避免了对保护区造成

新的分割。”徐景江说。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总体方

向和“保护自然、回归自然、融入自然，享

受自然”的工作思路，思小高速在施工过

程中有不少创新之举。“桥梁桩基尽量采

用人工挖孔，以减少大型机械对环境的

破坏；桥梁桩基施工中，对周围的树木采

用打枝、断顶等方法进行保护，使桥梁墩

柱和树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桥从林上

过，树在桥下长’的独特景观；在桥梁下

施工时只清除墩位处的植被，桥跨下的

植被尽量保留。边坡则采用开放式防护

措施，以框格为坡面骨架，植树种草，融

入自然。”徐景江介绍。

正是出于对自然生态发自内心的敬

畏，参建者将思小高速建成了独具特色

的生态路。除了建设上体现的生态理

念，高速沿线处处都能够看见人与自然

的和谐之美。

沿着思小高速从普洱出发 30 多公

里，就到达了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

园。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南

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高

达91.8%。

记者沿着林间小路感受这片土地的

神奇，公园里空气清新，植被茂密，河流

纵横交错。说话间，一只在树上玩耍的

长臂猿出现在记者眼前。“它叫缘缘，是

我们救助的野生动物。”森林公园体验中

心首席体验师阿福介绍。在公园里，阿

福还带着记者和犀牛、小蜂猴等野生动

物近距离接触。“经过普查，整个保护区

内有植物 2104 种，野生动物 812 种。”阿

福说，公园除了接待游客外，还通过举办

中小学研学活动，开展自然生态宣传教

育，“通过亲近自然、实地参观，我们希望

让人们深刻了解保护原始森林、爱护野

生动物的重要性”。

高速公路不仅方便了游人，促进了

边疆地区发展，更加快了东南亚地区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在西双版纳州勐

腊县勐仑镇的葫芦岛上，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学家们经过60年

努力，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变成了植

物的“诺亚方舟”：1125公顷的土地上，有

活植物 1.3 万多种，建有 38 个植物专类

区，保存原始热带雨林250公顷。这里是

我国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

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

在抢救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方

面，版纳植物园曾发起保护濒危植物的

“零灭绝”计划。“2003 年，我们的科学家

在普洱一个小河沟岸边发现了 10 多丛

40 余株成年白旗兜兰，当时它们的生存

环境恶劣。科研人员通过迁地保护成功

培育出了上千株幼苗，最终实现了白旗

兜兰的野外回归。”版纳植物园党委书记

杨永平说。

近年来，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这个偏僻的小岛已发展成一个立足中

国热带、面向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的国际科学岛。目前有来自43个国家的

118名外籍人员在版纳植物园工作。

“过去的生态保护主要依靠政府主

导，依靠科学家，而未来的保护一定是全

民参与的。”杨永平说。

打卡思小高速感受和谐之美

搜索近期关于自行车行业的新闻，有

两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个是热销。中国自

行车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以来，我

国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增速超过30％，1月至3月，自行车规

模以上企业产量 1070 万辆 ，同比增长

70.2％；电动自行车规模以上企业产量

708.1万辆，同比增长86.3％。

另一个是涨价。今年以来，部分有较

强议价能力的品牌电动自行车提高了平

均售价，涨幅在5%至10%之间。

热销和涨价反映了去年以来自行车行

业产销两旺的局面，但接下来能否持续呢？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自

行车生产商，旗下企业生产的“永久”牌自

行车，和上海凤凰、天津飞鸽等一起，被视

为国民品牌。该公司 2020 年年报显示，

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4亿元，同比增

加25.60%，为近十几年来最高。

营收高增速从哪里来？从业务结构

看，自行车业务是中路股份营业收入的主

要来源，营收占比达 78.8%。从销量看，自

行车和童车销售量同比增长达 80.77%。

分 市 场 看 ，内 销 市 场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29.42%。较大的销量增幅，直接带动营收

高速增长，实现扭亏为盈。

信隆健康是自行车零配件生产商，其

数据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去年自行车销

售情况。2020 年，该公司自行车配件订单

量同比大幅增长。零配件销量增长，带动

信隆健康业绩发展。

中国自行车协会日前公布的 2020年

行业外销数据，也对此做了交叉印证。数

据显示，去年我国自行车出口6029.7万辆，

同比增长14.8%。美国暂停对部分自行车

产品加征关税后，整车出口实现反弹，全年

对美出口1621.6万辆，同比增长34.4%。

对于自行车热销的原因，行业专家认

为，由于防疫需要，人们对短途出行的需

求大大增加，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无疑

是最佳选择。此外，欧美不少国家推出了

购买补贴，增加自行车道建设等鼓励措

施，进一步刺激了自行车消费。

热销能否持续？中自协相关负责人

预计，2021 年自行车产量将达到 8000 万

辆，电动自行车产量将在 4500万辆左右，

预计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出口也将实现

两位数增长。

从年初开始，就有媒体报道，在热销

的同时，部分电动车品牌对经销商发出提

价通知。经济日报记者近期走访了几家

电动自行车门店，发现情况并不一样。有

的品牌并没有涨价，有的品牌声称已经涨

价，还有的品牌表示，虽然涨价了但可以

优惠形式再降价。

从厂家来看，爱玛电动车此前对经销

商发布了调价通知，平均单辆涨幅在 80

元至 200元不等。据

雅迪电动车代理商

介绍，从年初开始，

雅迪每辆车销售价

格 上 涨 100 元 。 此

外，还有多家电动自

行车配件企业相继

发布涨价通知函。

业内专家表示，

涨价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去

年 4月份以来，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

续上涨，与行业生产相关的钢、铝、铜、塑

料、轮胎、电池等原材料价格涨幅创新

高。上游价格变化传导至中游的零配件

和下游的整车。

此外，2019 年 4 月份落地的新国标，

要求两轮电动车进行 3C 认证。有观点认

为，为达到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

企业在材料、工艺等方面也将进一步提

升，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加之疫情下对电

动自行车的需求增加，会带动其零售价

上调。

中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涨价还没有

成为行业普遍现象。目前涨价的企业主要

是两类，一类是以互联网身份进入行业的

企业，其销量不大，更重利润；还有一类是

市场话语权较强的头部企业，敢于通过产

品涨价方式转移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

自行车行业实现产销两旺
本报记者 孟 飞

“1927 年广州起义后在此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

广州苏维埃政府，被誉为‘东方的巴

黎公社’。”5 月 2 日上午，广州起义

纪念馆门口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来

此聆听革命故事。

日前，广东省推出了红色文旅护

照项目，聚焦广东特色红色文旅资

源，项目涉及全省21个地市、30家红

色文旅单位，分为线上体验 20个点

和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深圳莲花山公园

邓小平铜像广场等线下打卡 10 个

点。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许多年轻

人在假期专程“打卡”红色景点。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门

口，等候入馆参观的游客排了几十米

的长队。当年农民运动的指挥所如

今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红墙

黄瓦中、火红木棉下，处处历史，代代

传承。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宣教部主

任柯楚彬介绍，改造后的广州农讲所

纪念馆参观环境更为舒适，特别是新

推出的文创商店和红色打卡点，为游

客提供了更好的体验。“现在的日子

越过越好，永远不能忘了革命先烈做

出的牺牲，假期带孩子重温红色足

迹，很有必要。”游客曾女士表示。

广东“红色护照”受追捧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来自厦门的游客王秋远一家五

口，一大早就来到位于福建省长汀

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参观。

王秋远说：“让孩子们参观革命旧

址，接受红色教育，让孩子们了解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长汀县依托红色资源，把丰富

的革命旧址、革命文物打造成一系

列红色旅游景点，将革命历史、革命

传统和革命精神在旅游中传递给人

民群众，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

“革命旧址和革命文物是学党

史的‘活教材’‘大学堂’，让游客在

珍贵的革命文物、复原的历史场景

中切身感受建党百年的艰辛历程，

有利于将红色基因融入他们的精

神血脉。”福建省长汀县苏维埃政

府 旧 址 讲 解 组 组 长 钟 佩 璇 告 诉

记者。

据介绍，长汀县红色资源丰富。

全县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80处，

其中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单位3处。

福建 用好党史“活教材”
本报记者 薛志伟

5月 1日，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

精诚学校的 120名学生走进庆阳市

南梁革命纪念馆，认真聆听讲解员

讲述革命历史。大家被“闫洼子四

十二烈士”的故事深深打动。

甘肃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革命遗址遗迹240多

处，确定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11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处。南梁革命纪念馆、山城堡战役

纪念园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庆阳市深挖革命红色文化资源，

持续打造“红色旅游”品牌，着力加强

景区建设、加强宣传推介并推进项目

建设，推动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南梁、山城堡、陕甘红军纪念馆

等红色旅游景区景点接待游客3.2万

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96.3%。”庆阳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科技信息与宣

传推广科科长贺炜介绍，仅“五一”假

期首日，庆阳便接待游客9.9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2515.9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197.3%和135.8%。

甘肃 深挖红色文化资源
本报记者 赵 梅

“这几天纪念园迎来了参观高

峰，最近 4 天我们接待了 22 个团体

700 余人。”西藏拉萨谭冠三纪念园

讲解员拉安次仁介绍。

步入谭冠三纪念园陈列室，一

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富有

历史气息的实物展示着谭冠三将军

及十八军战士进藏、建藏的峥嵘岁

月。谭冠三将军留给人们的不仅仅

是历史中那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更

有代代传承的“老西藏精神”。

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次成趁假期再

次来到谭冠三纪念园参观。“从这些

老照片和实物中，我对‘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

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

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觉得‘老

西藏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次成说。

近期，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发布了 7 条红色旅游线路产品，以

西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部分乡村旅游景点为依

托，与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资源相

结合，让游客在感受西藏壮美风光

的同时，还可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感悟红色情怀。

西藏 老西藏精神代代传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面对诸

多挑战，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由 52 名青年员工组

成的“克冠行动”工作团队。其中，35 岁

以下青年 45 人，占比达 86.5%。团队成员

全力开展新冠疫苗研发和生产工作，为抗

疫作出了突出贡献。五四青年节之际，记

者采访了荣获第 25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克冠行动”工作团队。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科兴中维第一

时间行动起来，从各个研发、质量和生产团

队中优选出一批政治过硬、技术过硬、能力

过硬的员工组建队伍，打响了一场与时间

赛跑的战斗。

面对传染性极强、尚无特效药的新冠

病毒，青年技术人员穿着层层密封的防护

装备，持续在实验室奋战，有的青年技术人

员甚至连续 72 个小时未出过公司门。仅

用 3个月时间，疫苗顺利进入临床试验。

为全力保证疫苗的安全性，青年研发

人员坚持“不少流程、不降质量、科学研究”

的原则，坚决不因时间紧迫而妥协，不以疫

情紧急为借口，严卡每一道程序，严把每一

个环节，仅在疫苗有效性评价上就开展实

验 20万次以上。一份份检测书，一张张被

口罩勒出血印的面孔，一个个坚毅的身影，

勾勒出“克冠行动”工作团队的工作剪影。

薛峰是细胞培养发酵的科研骨干，他

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开启了第一批反应

器细胞试生产工作。从设备到场、安装、调

试，到发现问题、改造、再调试，从性能测试

到工艺验证……每天都忙到凌晨的薛峰，

连 续 4 个 月 没 见 到 自 己 刚 出 生 不 久 的

孩子。

疫苗攻坚期间，青年员工沙云菲平均

每天工作近 15 个小时，其间需要佩戴口

罩、身穿洁净服，在洁净区隔离器面前进行四五个小时实验，一轮班下来

浑身被汗水浸湿……

类似这样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2020 年国庆期间，生产车间建设管

理团队无一人请假，焚膏继晷，仅用 7 天时间完成了现场硬件整改、环境

整治、文件梳理、记录整理等工作。正是他们的付出，才让团队得以在短时

间内完成新冠疫苗原液车间相关建设。

一支新冠疫苗从细胞培养到完成包装的生产周期约 48天、历经六大

步骤。作为疫苗生产的第一个步骤——生产原液，需要通过细胞培养、病

毒培养、病毒灭活、病毒检测、纯化等流程。而细胞病毒检验员的使命就

是为疫苗生产把好“第一道防线”。原液车间进入水系统验证阶段，由于

人手不足，青年员工郑捷文被分配去支援理化组进行取水工作。在闷热

的环境下，一取就是一上午，汗水浸湿的衣服都可以拧出水来，期间，郑捷

文的胳膊还被充满注射用水的水管烫出了一道疤。“当时觉得很崩溃，但

是看到同事们都在咬牙坚持，也就一点点挺过来了。”郑捷文说。

北京科兴中维“克冠行动”工作团队成员立足岗位，充分发挥青年集

体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用

行动镌刻下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铿锵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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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江西省龙南市龙南镇畲族村百亩马鞭草盛开形成一片紫色花海，吸引了大

批游客。围绕推动乡村振兴，龙南市立足畲族村产业特色优势，“以草为媒”，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助力畲族村产业提质增效，让村子景更美、民更富。 叶 波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新模式将在首届消博会得到充分

展示。“线上线下联动是首届消博

会一大特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

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表示，国内

一些知名电商平台将会作为专业

采购商参会，帮助境外品牌更好开

拓中国市场；一些国际电商平台将

对接国内消费精品；一些有影响力

的主播将在消博会现场设立直播

间，进行直播带货。

自贸港把握机遇顺势而为

“消博会一定要办出特色。”沈

丹阳表示，海南省将充分推进以消

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的鲜

明特色，把消博会打造成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为此，海南创新办展理念，提

出在“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信

息化”方面下功夫，确保企业参展

取得真正实效，努力提高展会的效

率，发挥展会的溢出效应，为经济

社会各方面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举办消博会是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推

动自贸港加快服务创新发展，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王炳南表

示，海南自贸港已落地实施 59 项

国家入境免签、离岛免税、进口免

税清单等政策，众多全球知名品

牌和免税经营企业齐聚自贸港。

消博会将依托和发挥海南自贸港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主

推消费精品，着力提升展会影响

力和吸引力。

不仅如此，海南还着眼充分发

挥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和海南面向

世界、背靠中国大市场的独特优

势，积极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我们计划在海口建设一

个特别项目，暂时叫作全球消费精

品中心项目。”沈丹阳透露，该项目

将推进全球消费精品，打造一个全

球消费精品常年展示订货窗口和

时尚发布平台，“希望这个项目建

成之后，与消博会相得益彰，成为

永不落幕的消博会”。

□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红色旅游扮靓假日红色旅游扮靓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