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突破自主突破 打造疏浚利器

技术累积技术累积 形成创新“组合拳”

ZHENGZHOU DAILY 3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 向莉 马艺波 校对 刘明辉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 要闻·国内

·

青山连碧海，岛城聚远朋。从黄浦江
畔到黄海之滨，上合之路起步于中国，又
从这里再次出发。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
合作组织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在上
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时，
习近平主席介绍了青岛峰会取得的重要
成果，重申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宗
旨和原则，倡导弘扬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展望坚持睦邻友好、深化
务实合作的美好愿景，描绘上合组织进
入历史新阶段的发展蓝图，在国际社会
产生广泛共鸣。

从上海峰会确定宗旨原则，到比什凯
克峰会批准实施纲要，从杜尚别峰会制定
发展战略，到塔什干峰会落实行动计划，
17年来，每一次峰会的举行都标注上合组

织的成长足迹，每一件成果的落地都彰显
互利共赢的巨大潜力。如今，上海合作组
织进入历史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只有
全面落实青岛峰会达成的共识和成果，才
能确保上合组织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让发
展蓝图变成现实。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扩大国际
交往与合作十分重要。上合组织只有加
强团结协作，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
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
持久稳定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人类发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维护地
区安全稳定是上合组织合作的优先方
向。夯实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基
石，就要像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样，秉

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深
化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加强相关法
律基础和能力建设，有效打击“三股势
力”、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
罪，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务实合作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物质基
础和原动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
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维护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巩固开放、包
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
易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另一方面，继续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完善
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加强“一带一路”建设
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金
融、互联互通、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打造区域融合发展新格
局。唯其如此，才能为地区各国人民谋福
祉，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动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成员国团结
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和独特
优势，必须珍惜各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的财富。举办“青年交流营”“非物质文化
遗产论坛”“青年合唱夏令营”、启动“科技
伙伴计划”、主办首届媒体峰会……事实
证明，只有在相互尊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
价值观的基础上，继续在文化、教育、科
技、环保、卫生、旅游、青年、媒体、体育等
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才能促进文化
互鉴、民心相通。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以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
神，全面落实青岛峰会的共识，发扬优良
传统，推进各领域合作，我们就能为地区
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多“上合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朱锡昂：八桂先驱芳流千古
据新华社南宁6月12日电（记者 朱丽莉 黄凯

莹）在广西玉林市的朱锡昂烈士陵园内，每天慕名而
来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陵园内一侧，一排仿古文
化长廊的大理石上刻着《八桂先驱朱锡昂烈士传略》。

朱锡昂，1887年 4月出生于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一
个教师家庭，1907年考入广东高等工业学堂。

1912年，朱锡昂从工业学堂毕业回到广西，先后
出任玉林五属教育团副团长、玉林五属中学校长等。
1915年 12月，他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出任广东护国军
第二军总司令部秘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朱锡昂对马列主义有了进一
步了解，返回故里任广西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并悉心
研读革命理论，探索中国出路。

由于办学成绩卓著，1924 年朱锡昂被选派到日
本、菲律宾考察教育。东渡日本后，他与留日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接触频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925
年初，朱锡昂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他利用在教育界的有利地位，奔走于上
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积极为党工作。后根据党
的指示返回玉林，从事地下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
组织，曾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和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主
要负责人，是玉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26 年春，朱锡昂建立了中共玉林地方组织的
第一个支部——中共玉林县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9年 6月初，朱锡昂等人在玉林县新桥榕木根
村筹划端午武装暴动，不料被国民党军警派兵包围。
危急时刻，朱锡昂妥善处理好文件，然后同武装人员
突围出村。由于高度近视，眼镜脱落导致行动不便，
在掩护同志撤离后他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
利诱、严刑拷打，朱锡昂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始终坚
持不暴露一丝一毫党的秘密。

1929年 6月 8日晚在玉林城外北角楼城脚公路
旁的小榕树下，朱锡昂被秘密枪杀，此为震惊玉林的

“榕木根事件”，朱锡昂时年42岁。

我国846个工科专业
获国际统一“通行证”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12 日从教育部获悉，截至
2017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协会共认证全国 198所高校的 846个工科专业。通过专业认
证，标志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球工程教
育的“第一方阵”。

2016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组织。作
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中国工程教育认证的结果已得到其他
18个成员国（地区）认可。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覆盖21
个专业类，计划2020年实现所有专业大类全覆盖。

据介绍，我国每年有 120余万工科专业本科毕业生。通过认
证专业的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相关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执业
资格或申请研究生学位时，将享有当地毕业生同等待遇，为中国工
科学生走向世界提供了国际统一的“通行证”。同时，认证结果在
行业及企业内有较高的权威性，在部分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或能
力评价中享有不同程度的减免和优惠。

最高法出指导意见
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12日从最高人民
法院获悉，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
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和裁判文书质量。

《意见》提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
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
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
规范的理由；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符合社会主流价
值观。

《意见》表示，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
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要针对诉讼主张和诉讼争点、
结合庭审情况进行说理，做到有的放矢；要根据案件社会影响、审
判程序、诉讼阶段等不同情况进行繁简适度的说理，简案略说，繁
案精说，力求恰到好处。

《意见》还提出，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
请的，裁判文书应当说明是否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证据
是否排除及其理由。民事、行政案件涉及举证责任分配或者证明
标准争议的，裁判文书应当说明理由。

《意见》要求，要根据案情是否重大复杂、诉讼各方争议程度、审
判程序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大小、文书种类等不同情况进行繁简适
度的说理，并分别提出“应当加强释法说理”和“可以简化释法说理”
的具体情形，遵循文书制作的技术格式规范、语言文字规范等.。

重型挖泥船属于高技术含量、
资金密集型国家重要基础装备。过
去，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自主设计建造的核心技术。

在天航局投资建造的“天鲸号”
诞生前，我国重型挖泥船进口比例高
达八九成。“我们一直都是疏浚大国，
但不是疏浚强国。”丁树友说，1966

年从荷兰引进自航耙吸船“津航浚
102”轮时，天航局曾花费了高价。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静波表示，我国只有实现
重型挖泥船的自主设计建造，才能
不受制于人，实现河道疏浚、航道开
挖、海疆建设的独立自主。

“天鲸号”迈出了中国大型疏浚

装备国产化第一步。它是首艘国内
设计建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标志着我国已经能
够自主设计建造新一代的重型自航
绞吸挖泥船，实现了该船型关键技
术的突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第
708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费龙认为。

2018年军校招生计划出炉
拟招收学员3.05万名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黎云 吴旭）记者12日从军委训练
管理部获悉，2018年全军院校招生计划近日已经下达，26所院校
计划招收学员 3.05万名。其中，普通高中毕业生 1.2万名、生长军
官士兵学员0.55万名、士官学员1.3万名。

2018 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按照因应改革、需求牵
引，与新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部队年度岗位需求对接对表，在去
年招生数质量分析的基础上，优化专业布局，努力提升人才选拔质
量效益，统筹兼顾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考生需求。为适应军队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要求、前瞻考虑服役政策制度改革方向
和武警部队调整改革因素，招生计划还相应提高全军高水平院校
指技融合或技术类专业青年学生招生数量，严格控制传统专业招
生数量，扩大联合作战保障等新型力量相关专业招生规模。武警
部队适度加大特战、装甲、飞行等紧缺专业招生比例。

2018年生长军官士兵学员招生计划向作战部队、基层一线倾
斜，适当扩大建制班排士兵骨干报考比例。

2018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官学员计划，对执行亚丁湾、索马里
海域护航和马里维和任务，以及参加建军90周年阅兵和特定专业
的考生，报考条件可放宽到2014年夏秋季入伍的士官。

共同描绘历史新阶段的发展蓝图
——三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

“天鲲号”首次海试成功

“天鲲号”在船厂码头停泊期间，
记者登船探访发现，其与众不同不仅
在于作为“海上巨无霸”的体量，更在
于它是迄今为止我国疏浚业一系列科
技创新成果的集大成者。

“天鲲号”全船长140米，宽27.8
米，最大挖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瓦。
它的姊妹船“天鲸号”每小时挖掘的
海底混合物，可填满一个标准足球

场大、半米深的坑。“天鲲号”疏浚能
力进一步提升，风化岩、岩石、淤泥、
黏土等不同土质均不在话下，最大
排距达 15公里，称它削岩如泥毫不
夸张。天航局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树友说。

在船体上层居住区域和主船体
甲板之间，有多个气囊进行隔离。这
是“天鲲号”首创的气动减震装置。
148只柔性气囊挖泥时充满气体，有
效缓冲船体工作状态下的震动。

为适应恶劣海况，“天鲲号”做
了诸多改进。船的桥架重量高达
1600吨，可满足挖掘高强度岩石的
需要。桥架配置了世界最大的波浪
补偿系统，能确保船舶在大风浪工
况下的施工安全。船上配备的三缆
定位系统，可适应4米高的波浪。

“‘天鲲号’的创新突破是全方
位的。”丁树友认为，得益于强大的
挖掘和吹填能力，“天鲲号”超越了
现役亚洲第一的“天鲸号”。

据新华社天津6月12日电

中国造超大型
集装箱船“宇宙轮”交付

据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记者 贾远琨）继上海外
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 2万箱集装箱船交付后，上海
造船工业再次刷新纪录。12日，中远海运“宇宙轮”在江
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南造船”）交付。该
船是江南造船为中远海运集团建造的 6艘 2.1万箱超大
型集装箱船的首制船，交付后将投入远东至欧洲精品航
线营运。

中远海运“宇宙轮”总长 400米，船宽 58.6 米，型深
33.5米，最大吃水 16米，设计航速 22海里/小时，最大载
重量 19.8万吨，最大载箱量 21237标准箱，配备 1000个
冷藏箱插座。

中远海运“宇宙轮”在大幅度提升船舶装载能力的同
时，充分考虑航线揽货种类和配载操作的实际需求。该
船可实现无人机舱的运行状态及对全船各关键部位的实
时监控。驾驶室集合了最先进的航行控制系统、全船局
域网系统及船岸卫星通信系统，可确保船舶在全球海域
的安全航行和船岸信息交流。

以“宇宙轮”为开端，江南造船将继续为中远海运集
团建造其余5艘 2.1万箱船，计划于2019年全部交付。

13国“老外”
进“高铁驾校”
6月12日，来自泰国、斯里兰卡、老

挝等13个国家的63名铁路管理人员来
到武汉高铁训练段进行参访交流活动。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2015年开
始武汉高铁训练段已举办了泰国、老
挝等14批涉外铁路技能培训班，培训
涉外学员400余人次，为助推铁路中外
合作交往，实施职业技能交流发挥了
良好作用。

图为来自加纳的塞缪尔·阿桑特·
阿奇姆彭在观看复兴号动车组模型。

新华社发

“网红奶茶”等面临重点监管
禁用变质过期水果果酱制作饮品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赵文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2日发布关于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严
格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规范饮品制售行为。

通知指出，“网红奶茶”“网红果汁”等部分饮品店使用过期原
料、卫生条件差、虚假宣传等问题较为突出，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要求各地组织对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等饮品店开展现场检查，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饮品和原料、辅料进行监督抽检。

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乱象，通知明确提出，禁止使用腐败
变质的水果、蔬菜以及超过保质期的果酱、糖浆等加工制作饮品；
奶茶、果蔬汁等饮品的公示信息和广告宣传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
得存在虚假内容。产品宣传中使用“无糖”“低脂”“鲜奶”“现切水
果”等内容的，要与实际相符。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将围绕以上要求
进行重点检查。对现场检查、产品抽检和投诉举报中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要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情节较重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严厉查处，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对多次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经营者从严从重处罚。

记者12日从中交

天津航道局获悉，经过为期

近4天的海上航行，首艘由我国

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自航绞

吸挖泥船——“天鲲号”成功完成

首次试航。这标志着“天鲲号”

向着成为一艘真正的疏浚利

器迈出了关键一步。

“整个试航过程有惊无险，‘天
鲲号’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等设
备成功经受了海洋环境的考验。”随
着 12 日中午“天鲲号”缓缓停靠在
位于江苏启东的船厂码头，天航局
副总工程师、“天鲲号”监造组组长
王健如释重负。

据“天鲲号”船长张燚介绍，从

2015年12月开工至今，全船建造过程
历时两年半，去年11月就已正式下水。
随着这次首次海航的成功，“天鲲号”
终于从图纸变成现实中的疏浚重器。

此次试航经由长江口北角开
往浙江花鸟山海域进行。包括船
员、设备厂家等在内 120 多名工作
人员随船出海，一路检测设备运

转。从实际运行状况看，海试全
面检测并验证了船舶动力系统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

试航正式结束后，“天鲲号”重返
船厂码头，接下来将根据试验“体检
报告”进行整改，并继续疏浚设备的
调试，8月份有望正式交付投资方天
航局。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 航行性能得检验

民俗体验
迎端午

6月12日，在湖北省秭归
县屈原故里景区端午习俗馆，
家长为孩子洗艾叶浴。

端午节临近，一场端午民俗
体验活动在湖北省秭归县端午
习俗馆举行，家长带着孩子参
与包粽子、做香包、洗艾叶浴
等，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