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 杉
视觉编辑 夏大金
邮箱 qnrb999@163.com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时 事

国 际
埃塞交通部长称赞中企运营亚吉铁路成效显著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9 月 17 日电（记者 王守宝） 亚

吉铁路发展战略发布会 17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郊外的拉布车站举行。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达格玛维
特出席发布会，称赞中国公司铁路运营成效显著。

发布会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准轨合资公司和中
土－中国中铁亚吉铁路运营联营体联合举办，以“亚吉铁路
——繁荣之路”为主题，向外界介绍亚吉铁路运营成效，推
介亚吉铁路货运服务，展示亚吉铁路发展规划和前景。

达格玛维特说，本次活动既是对过去两年多来亚吉铁
路运营成绩的肯定，也是展现亚吉铁路未来发展战略的契
机。“这条铁路是埃塞和吉布提两国的巨额资产，我欣喜看
到来自中国的管理团队成功运营，并将业绩推向新高。”达
格玛维特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公司将专业技能传授给埃塞
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人民。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谈践在发布会上表示，亚吉铁
路不仅是一条运输线，更是一条经济走廊，是一条繁荣之
路，为埃塞俄比亚打通了出海铁路通道，有效带动了沿线工
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在疫情期间更是彰显了巨大价值。

亚吉铁路由中国中铁下属的中铁二局和中国土木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建并运营，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
是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全长752.7公里。亚吉铁路
2018年进入商业运营以来，运营成效持续改善。今年，亚
吉铁路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运量逆势而上。上半年
运营收入同比增长 51%，协助埃塞抢运了十多万吨化肥和
小麦等急需物资，有效保障了民生物资供应和农业物资运
输。

主要产油国建议延长补偿减产提振国际油价
新华社纽约 9 月 17 日电（记者 刘亚南） 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
17日举行例行会议，宣布将向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
长级会议建议把将于9月份到期的补偿减产机制延长至今
年12月底，从而让多个产量超出配额的产油国完全履行减
产义务。

受此消息提振，国际油价17日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
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10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81美元，收于每桶40.97美元，涨幅为2.02%。11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8美元，收于每桶 43.3美
元，涨幅为2.56%。

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石油市场负责人比约纳
尔·通海于根表示，市场参与者认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将在油价低迷的时候“进场救市”提振信心，这推升了国
际油价走势。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表示，主
要产油国还对补偿减产延长至2021年持开放态度，进一步
支撑了国际油价。此外，恶劣天气和对冲基金空头回补也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油价上扬。

所谓补偿减产是指为保证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之
间的减产协议得到完全执行，此前减产“不达标”的产油国
需要额外减产，弥补减产不足。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但高于预期
新华社华盛顿9月17日电（记者 许缘 高攀） 美国劳

工部 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9月 12日的一周，美国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86万，环比略有下滑，但仍高于
市场普遍预期。

数据还显示，在截至 9月 5日的一周，美国全国申请失
业救济人数约为1263万，环比减少91.6万。

虽然近来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持续下降，但
目前美国整体失业人数仍远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美联储
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虽然过去4个月来失业率持续下降，
但该指标目前仍处在历史高位。

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家布拉德利·哈迪表示，虽然失业率
已从峰值回落，但就业市场状况仍令人担忧，兼职员工和在
人流量稀少的市中心、购物中心和大学工作的人群尤其容
易受到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近期美国新冠疫情反弹，同时国会
迟迟未能通过新的经济救助计划，就业市场面临的困境或
将加剧。

日本8月核心CPI同比下降
新华社东京 9 月 18 日电（记者 刘春燕） 日本总务省

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
价格指数（CPI）经季节调整后为 101.3，同比下降 0.4%。这
一数据继前两个月连续同比持平后再度下降。

报告显示，日本8月物价下跌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能源
价格下跌导致电费、汽油价格下降，政府在全国范围推出的
旅游促销活动带动酒店住宿费用下降，以及包括私立幼儿
园在内的教育机构学杂费价格下降等。但当月食品、交通
通信等费用继续同比上涨。

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政府今年4月至5月启动严格防
控措施，抑制国内经济活动，核心CPI连续两个月同比下
降。今年6月，核心CPI出现企稳势头，连续两个月同比持
平。

这是 9 月 3 日航拍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综合
管廊施工现场。

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17 日率多名内阁部
长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参加港口城奠基开工 6 周年纪念活
动，他对科伦坡港口城建设进展予以积极评价。

新华社发（中国港湾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部供图）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近日召开的科学家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科学家爱国精神着重阐述。他强
调，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
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祖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
新的丰碑，凝结着广大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众多科学家将
人生理想融入奋斗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只争朝夕，留下许
多动人故事。

热爱科学，但更爱祖国
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美国一位化学泰斗家中，师

生展开一场倾心长谈——
“我对贵国目前的落后情况确信不疑。你若回到那里，

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导师哈弗尔德说。“虽然
我的祖国满目疮痍，但一个爱国者是不会嫌弃祖国的。”学生
说。

回到祖国，学生成为现代理论化学研究的奠基人，培育
了一批化学名家。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敖庆，“中国量子
化学之父”。

时隔60余年，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上演。
2012年，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格里姆彻对面前的

中国青年再三邀请，希望青年留在她的团队。青年却婉拒恩
师：“我的祖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我迫切地想要参与并见
证变化，与祖国一起成长。”

解密艾滋病病毒毒力因子结构，探索如何对目的基因进
行“关闭”“恢复”和“切换”等精准“手术”，在世界上首次揭示
T细胞受体复合物的结构……回国不足 8年，青年就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在艾滋病病毒结
构生物学和基因编辑方面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

他是黄志伟，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

创业不易，回国一切从零开始，建设实验室、建学科……
在争分夺秒的国际科研竞争中，黄志伟重新搭建了“战场”。

早上7点准时上班，直至深夜结束工作，没有周末、没有
节假日，除夕也在实验室度过……这是黄志伟的科研节奏。
他说，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处于追赶阶段，等不了、慢不
来，也停不下。

受黄志伟的邀请和感召，10多位学者从美国、加拿大、日
本等国家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回国到哈工大，立志闯出一番
科研事业。

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发生——受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邀
请，一批科学家从海外回到吉林，致力于前沿交叉学科研发；
年过花甲的奉向东在海外屡获大奖，却回到江西钻进泥土
里，建设了超万亩的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示范工程；在国外
拥有独立实验室的胡海岚回国后，扛起了我国系统神经科学
领域的大旗……在他们看来，学得本事，本就该投身报国。

国家所需，就加紧突破
为加紧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两个关键有效载荷

的攻关，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智及团队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2017年，我国开始加紧开展引力波探测研发，由中国科
学院发起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正式启动。2019年
8月 31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
号”成功发射，完成在轨测试任务，项目立即进入“太极计划”
三步走的第二步。

这意味着，王智团队要不断研发提高载荷性能。他们时
常忙到没时间好好吃饭，泡面、饼干成了主食；项目论证需要
随时出差，不少人把行李箱放在办公室，随时拎包随时出差
……

团队承担的任务指标要求几近苛刻。比如，超稳望远镜
稳定性要求是 1皮米（相当于 1米的一万亿分之一），而国内
常规的望远镜稳定性要求是 0.01毫米。“这样的精度在过去
几乎没有，压力大时会让人有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王智说。

“只要人不倒，就要加油干”。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大家总是步履匆匆。所里承担了神舟
系列、天宫系列、火星探测器等国家项目，任务重、时间紧，许
多项目都是倒排工期，延误一天都不行。“我们也想正常休
息，但我国光学领域与国际先进相比差距大，想追赶、赶超，
靠正常节奏肯定不行。只能比别人少睡觉，多投入。”副所长
张学军说。

紧迫感与执行力时刻伴随着科学家前行。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马军带领团队立即加紧攻关，研发出全自动消毒装备支援一

线。洪灾侵袭下，东华理工大学组成“科技防汛博士团”赶往
重灾区江西九江永修县，将自主研发的灾害精细探测技术投
入使用。“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顶上！”许多科学家这样说。

使命必达，沿着先辈的足迹出发
九月的一天，阳光照射着西沙海域，中国科学院南海海

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浴阳从海面探出头，阳光把他的脸晒得
黢黑。

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
位在南海建成了世界最大珊瑚礁生态保护示范区。对主攻
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张浴阳来说，他的任务是每年用三分之一
的时间，在南海岛礁“种”珊瑚。

下潜到深深的海底，用手将珊瑚幼体固定在苗圃上，作
业 4到 6小时后回到船上继续做研究，第二天再下海……十
几年如一日的科研生活，他要这样度过。

尽管经验丰富，还是有意外发生。2019年的一天，张浴
阳提着装珊瑚的篮子在水下行走，发现迷路时他已经偏离了
近 200米。氧气耗尽，他不得不从 18米深的水底直接上浮，
导致身体受损。可恢复后，他又提着篮子下海了。

珊瑚的生存条件很苛刻，种珊瑚总是面临失败。“我们有
耐心，失败一次，就改进方法再来一次。”张浴阳指着一张图
片说，他们最早种植的一批珊瑚已经近一米长。

漂泊在海上，孤独时刻伴随他。有信号时，张浴阳会给
孩子发视频；更多时候，他都伏在时而晃动的桌上看文献、写
报告。“珊瑚可以保礁护岸，对我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他
说，20世纪 60年代，老一辈的科研人员从小舢板起家，在广
阔的南海印下了孤独的足迹，更激励着他和同事们坚守，潜
心研究。

在全国各地，众多的“张浴阳”活跃在科研一线。江西九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业高级工程师梁跃龙毕业后钻进
大山里，30余年来专注于完善生物资源库，有高校向他抛出
橄榄枝，被他拒绝；华中科技大学一群科学家在防空洞改建
的实验室，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寂，一次次将万有引力常
数G值推向新的测量精度……

老一辈满头白发，新生代逐渐成长，唯一不变的是初心
与传承。他们的目光所及，意志所在，使命必达。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终不悔为国为民，攀高峰只争朝夕
——来自科学家们的动人故事

新华社记者 陈俊 褚晓亮 孟含琪

9 月 18 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拍摄的月亮
湾。

金秋时节，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风景如画、美不
胜收。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喀纳斯：秋日仙境

9月18日，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的工人使用机械设备收获青莜麦（无人机照片）。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种植的 5 万多亩青莜麦和青玉米等牧草进入收获期，农场工人抓紧进行机收作

业。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新华社青岛 9 月 18 日电（记者 戴小河） 上半年，全国
“二品一标”认证单位总数达到 2万家，农产品总数超 4.6万
个。

这是农业农村部下属机构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
张华荣 18日在“2020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暨中国品
牌农产品展销庆丰收活动”上说的。该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市
场与信息化司指导举办，旨在促进农产品产销两旺，推进我
国农业品牌建设。

“二品一标”是农业农村部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构建的以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主要类型的农产
品认证登记体系。经过多年的培育和打造，“二品一标”已成
为我国重要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在国内大中城市，
消费者对“二品一标”的认知度超过80%，其中60%的消费者

更愿意购买绿色食品。
据张华荣介绍，“二品一标”的生产基地面积目前全国约

有1.7亿亩，产品总量约1亿吨，覆盖农产品及加工食品1000
多个品种。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平均溢价在 20%以上，产
品国内年销售额超过4600亿元。

张华荣说，“二品一标”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保持
在98％以上，多年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件。

“绿色食品基地种植每年可以带动农户2200多万户，直
接增加农民收入超过 80亿元。”他说，绿色食品生产模式与
常规生产方式相比，可减少化学氮肥施用量 39%，化学农药
施用强度降低60%。

本次活动约有300个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参展，共签约交
易金额约9200万元。

我国“二品一标”农产品超4.6万个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 高敬） 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国合会） 18日发布了一份名为《绿
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的报告。报告建议，中国应将
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十
四五”规划全面推动相关实践，建立“十四五”推动绿色
消费的目标指标。

17日至 18日，国合会以现场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
行政策研究专题发布会，共发布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份报告，为中国绿色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议。

报告称，中国全面推动绿色消费已经具备了良好社会
基础，绿色消费意愿提升，建议建立“十四五”推动绿色
消费的目标指标，具体可包括：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大幅
提升，绿色消费产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绿色低碳节约的
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初步形成，激励约束并举的绿色消费
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报告建议，可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绿色消
费指标体系，可以分为总体性指标和领域指标。总体性指
标可采用人均生活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人均日生活用水
量、主要绿色产品产值、政府绿色采购比例等；领域指标
可按衣、食、住、行、用、游等领域分别选择能够反映主
要资源环境绩效状况的、可获取数据的指标。

具体来看，报告提出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
“十四五”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优先提高相关领域
的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比如，推动绿色建筑，引
导有条件地区和城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实
施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计划，扩大高能效绿色家居产
品有效供给。

国合会于 1992年成立，是一个由环境发展领域高层
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成立
以来，国合会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多项政策建议被采纳。

报告建议建立“十四五”
推动绿色消费的目标指标

新华社南京9月18日电（记者 邱冰清 蒋芳）“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从那
个悲惨的时候……”18 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89 周年纪念
日。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一场沉
浸式演出，缅怀遇难同胞，祈愿世界和平。

上午 9时 18分，纪念馆胜利广场上，在敬献花圈、默哀
后，小号手吹奏起曲调悠扬的《南京记忆》，现场的气氛显得
愈加庄严凝重。紧接着，8位身着民国学生服的表演者唱响
歌曲《松花江上》。

其中一位表演者辛昂出生、生活在沈阳，从小耳濡目染，
这段历史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得知征集演唱《松花
江上》的表演者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默哀的那一刻，
历史画面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让我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

酷。演唱歌曲时，我仿佛感受到遇难同胞的那种无助、痛
苦。人类在战争面前实在太渺小，要感谢那些革命烈士，是
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年代。”

“《南京记忆》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创作的曲
目，《松花江上》唱出了当年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之
情。今天将两首曲目结合在一起，用沉浸式演出的形式，一
方面以艺术表演的方式表达对英烈的缅怀之情、人民向往和
平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铭记历
史、爱好和平，达到更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目的。”纪念馆教育
服务部负责人金海燕表示，纪念馆在未来将结合更多的历史
节点推出沉浸式演出，做好常态化教育工作。

当日上午 10时整，江苏全省拉响了纪念“九一八”防空
警报。

江苏南京：沉浸式演出纪念“九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