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孙先凯

据新华社大连８月１３日电 经过８年多的科研攻坚，我国新一代中
低速磁浮列车近日在上海完成时速１２０公里运行试验。中国中车大连
公司总工程师曲天威表示，运行试验的顺利完成，意味着我国已掌握
新一代中低速磁浮系统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这种车最快１年可进行
批量投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钱清泉等专家认为，我国新一
代中低速磁浮列车综合技术先进，其悬浮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相比于传统轨道交通，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主要呈现
出三个优势。一是低噪音。目前，磁浮列车因其悬浮技术成为一种安
静的交通方式，广受大家欢迎；二是爬坡能力与曲线通过能力强。相
比于地铁３０‰的爬坡能力，新一代磁浮列车具有１００‰的强大爬坡能
力，可以减少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没有轮轨磨耗，全寿命周期
成本低。正常的轨道交通中，轮轨按照磨耗程度有其更换周期。相比
传统轨道交通，磁浮列车没有轮轨磨耗，更加节能降耗。

在建造成本与运载能力方面，专家表示，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
线路建造成本高于城市轻轨、低于地铁。其运载能力基本与城市轻轨
持平，低于地铁。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发展迅速，需求巨大，多种制式
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体系日益成为众多城市的选择。中低速磁悬浮作
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一种，是城市轨道交通“大家族”里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噪音低、性能好、无轮轨磨耗等优势更使得磁浮列车将成未来
城市的新选择。

我国新一代中低速

磁浮列车完成运行试验
最快１年可批量投产

□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杨国胜

纽约市中心，美丽繁忙的伊斯特河
上，一艘艘城市渡轮搭载着成千上万市
民，穿梭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伫立
船上，凭栏眺望，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
露出自豪的微笑——— 这些最先进的渡轮，
新装配的发动机全部是潍柴造。

万里之外的潍坊，翻看潍柴上半年业
绩表：发动机产销30万台，创历史最高；
汇总营业收入1048亿元，同比增长75%，
利税63 . 7亿元，同比增长80%。

市场远未恢复景气，潍柴为何能逆势
而上？潍柴的产品为何能打入对发动机技
术、环保要求最严苛的美国市场？潍柴的
“动力”何在？

谭旭光说，作为老牌发动机生产商，
要迈向行业顶端、打造新动能，秘诀只有
一个：创新。

击败康明斯等行业巨头装上美国渡轮

的，是潍柴研发的最先进船用发动机
M26 . 3；支撑上半年业绩的主打产品WP13
等型号发动机，也都是潍柴自主研发的顶
尖产品，国内售价比进口发动机还贵
10%，客户提货要排三四天的队。

“没有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潍柴绝无
可能走到今天。”在潍柴集团党委副书记
王勇看来，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融
入潍柴人的血液。

此言不虚。最直观的证明是，近10年
来，潍柴用于研发的投入累计达到150多
亿元，无论经营业绩如何，每年的研发投
入占比从不低于5%，达到国际一流企业
水准。

创新需要方法论、路线图。潍柴的创新
路线图，可从对外、对内两个维度考量。

对外，打造全球协同创新格局和顶级
的创新生态。这个路子，潍柴从2005年就
开始了。那一年，潍柴首次出手并购，拿下
德隆系旗下的湘火炬，控股陕西重汽、法士
特变速箱等核心业务。两年后，潍柴用自己
的发动机加湘火炬的变速箱和车桥，研发
出全球第一台重卡动力总成。10年间，动力
总成为潍柴带来了400亿元的销售收入。
其间，潍柴又在国内进行一系列并购重

组，完成了全产业链创新资源的整合。
只在国内闪转腾挪还远远不够，潍柴

深信，要掌握一流的研发能力，必须走出
去，整合全球创新资源。2009年，潍柴抓
住金融危机的机遇，并购法国老牌船机企
业博杜安，之后又陆续完成对意大利法拉
帝、德国凯傲和林德液压、美国德马泰克
与PSI等企业的并购。“这些企业都具有领
先的核心技术，特别是林德液压落地后，彻
底改变了我国高端液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
外垄断的局面。”潍柴动力执行总裁张泉介
绍，潍柴将“引擎+液压”融合，研发出全
球唯一的液压动力总成系统。

目前，潍柴已在美国、法国、德国等
“五国十地”建立研发中心，与110多家
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以潍柴为中心的产业链
众创平台。王勇介绍，今年潍柴还将在德
国阿莎芬堡、美国芝加哥、日本东京三地建
立创新中心，与麻省理工学院、亚琛工业大
学、东京大学搭建校企合作研发平台。

创新，肯綮在于人才。创新活动延展
到哪里，吸引人才的触角就伸到哪里。今
年，潍柴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开
展了高端人才招聘。此前，潍柴仅“千人
计划”专家就拥有七名。“我们要建立属于

自己的全球技术专家团队。”谭旭光说。
潍柴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令人激赏。张

泉告诉记者，在潍柴，研发人员出国是最
容易的事儿，只要出国进行技术交流，都是
一路绿灯，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出国报告上
签字。潍柴还鼓励研发人员学英语、考雅
思，“雅思成绩不行，很难获得提拔”。

潍柴的世界眼光可见一斑。以这种开
放的眼光反观自身，也必然派生出一种激
发创新活力的改革精神。有两件事让人印
象深刻。

第一件事，在近日举行的潍柴科技创
新奖励大会上，谭旭光当场宣布，拿出
8000万为全体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每月涨
薪2000元。涨薪后潍柴研发技术人员平均
年收入将超15万元，为国内同行业最高。

第二件事，潍柴刚刚从研发团队中聘
任了7名“潍柴科学家”和8名青年科学
家，他们被称作“在科技领域仰望星空的
潍柴人”。

“本以为一辈子就是个工程师了，没
想到还能戴上‘科学家’的帽子。”33岁
的发动机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文淼，被
聘为青年科学家。这顶帽子意味着，刚工
作五六年的他， （下转第二版）

潍柴新动力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谋划创新培育新动能 ◆上半年产销创历史最高，营收过千亿

□ 本报评论员

截至昨天，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已
向我省转办两批1 5 1件群众信访举报
件。督察组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雷厉
风行的工作效率，为我省环保工作的开
展树立了榜样。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化思想认识，直面问题，立行立
改，切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转办问题的
整改工作。

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的
这些信访举报件，涉及水、大气、土

壤、垃圾、重金属、噪声、油烟、扬尘
等污染类型，很多都是群众反映的身边
环保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与诉
求，必须直面问题，立行立改，抓出一
批实实在在的环境问题整改成果，加快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尽早解决民生痛
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保权益。

直面问题、立行立改，考验作风与
担当。我们要以中央环保督察转办问题
为切入口，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硬的措施，雷
厉风行抓好问题整改。对发现的问题不

回避、不遮掩、不护短、不粉饰，对转办事
项进行督办，对办案质量加大审查力
度，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对能
够马上整改到位的，要雷厉风行，立行立
改，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要马上制订整
改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完成
时限。对发现的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
问题整改不力、未见成效，甚至虚报瞒
报、弄虚作假的单位或个人，依法依纪严
肃追责。以硬碰硬、严又严、实打实的作
风，坚决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持久战，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落实。

直面问题 立行立改

临沂武河湿地内白鹭成群。武河湿地曾面临污染难题，改造提升后不仅景色宜人，还发挥着净化污水的功能。

□ 本报记者 张思凯

产煤，产油，产天然气，电力装机容
量也居全国前列……山东构建起煤炭、电
力、石油、天然气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体系。然而，能源消
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均居全国第一的
“双冠王”帽子，以及能源消费过度依赖
煤炭、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让人喜
中有忧。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推动能源生
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

走出去引进来

构建“内节外引”大保障格局

投产于1976年的兖矿集团，在三十岁
生日之时，其位于鲁西南邹城的北宿煤矿
彻底关井；几乎与此同时，位于鲁中章丘
的山东能源埠村煤矿，将近60年的产煤生
涯也宣告结束。

我省煤炭开采历史悠久，但粗放式的
高强度开发，导致资源日趋枯竭。省煤炭
局统计，目前全省剩余可采煤炭储量仅为
39 . 7亿吨。省内煤炭贡献日益减少，但煤
炭消费短期内却难以减量。“必须优化煤
炭开发布局。在坚持去产能、释放先进产
能的同时，依托煤炭骨干企业，形成‘1+
5’煤炭发展格局：‘1’，即稳固省内的
鲁西煤炭产区；‘5’，即走出去，加快

建立宁蒙、晋陕、云贵、新疆、澳大利亚
稳固的能源供应基地。”曾因省内电煤供
应不上、随着省领导到处求米下锅的省煤
炭工业局局长乔乃琛对记者说。

目前，山东多家煤炭企业迈出了“走
出去”的步伐。兖矿在陕蒙建立了亿吨级
的煤炭生产基地，相当于省外再造了一个
新兖矿；山东能源在晋陕、宁蒙、新疆也
拥有了近亿吨的煤炭基地……

走出去开采煤炭，引进来的是清洁的
电力和天然气、油品。前不久，山东能源集
团伊犁新天煤化工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
然气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其在内蒙
古上海庙煤电化工基地的盛鲁电厂一期2
×1000MW超超临界空冷机组主体工程也
正式开建。“我们将实施煤电化一体的循环
经济园区建设，将鄂尔多斯建设成为支撑
山东能源集团新旧动能转换的亿吨级大型

煤电化产业基地。”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
位民说。山东煤企远赴陕、蒙、晋、疆生
产，将高质量能源源源不断送回山东。

而另一个借助“互联网+”、不挖煤
也能向山东供煤的方式也在积极推进中。
“我们在齐河成立了煤炭交易中心，与山
西煤交所互联互通，通过云数据集纳省内
煤炭用户信息传给山西煤交所，实现供发
煤一体化，这样晋陕煤炭资源能更好服务
山东。”临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孝
孔说。这一借助大数据的市场交易保供模
式，得到国内能源专家的充分肯定。

煤改电电代油

能源消费改吃细粮

“内节外引”保障了能源供应，并不
意味着万事大吉。 （下转第三版）

◆涉及16个市，涉及环境问

题128个。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

办各地

中央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第二批

信访件8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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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

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

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

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

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中国反贫困斗争

的伟大决战
未来１０００余日

决战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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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高度重视

督察组转办信访件

不等不拖快速响应

全力处置立行立改

◆各地纷纷行动起来，积极

调查处理，确保整改到位

◆坚持问题导向，各地积极

自查自纠，查找环保工作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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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节外引“粗粮”细作 风光并举
以清洁、节约、安全为方向，我省能源供应、消费转型“三管齐下”

□记者 刘一颖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文化厅近日印发《17市文化建设年度综合评价实

施办法》，明确各市文化建设评价指标及评分办法，明确在次年全省文
化建设各类项目和资金分配中，对综合评价名列前茅的市予以倾斜。

办法明确，对各市文广新局在专业艺术、公共文化、非遗保护、
产业发展、市场监管、科技创新、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业务工作，
领导重视、人才队伍、财政支持等保障性工作，以及安全生产、信访
维稳、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等底线工作，进行全面、公开、公
平、公正的评价，实行量化计分排名，并按年度通报评价结果。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胡上山介绍，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性指标、发展
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三类，并按年度对相关指标、权重作出调整。基
础性指标设置总分1000分，从九个类别评定常规业务工作。设置发展
性指标与各市充分沟通，考量各市文化工作的亮点及特色优势，体现
差异性，超额、超进度完成的工作可获得额外加分。约束性指标为督
促各单位文化工作安全有序开展而设，属于扣分项。《2017年度17市
文化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在基础性指标中，产业发展类占
比最高（13%），“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发展水平”指标分值最
高（70分）。在发展性指标中，“国家级、省级文艺展演和艺术创作
资助项目”指标累计加分幅度最大，不超过20分。在约束性指标中，
安全生产指标扣分力度最大，扣20分。

山东17市文化建设
迎来量化计分考评

□记者 齐 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去年我省出台文件，提出用

2年时间，对全省基层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进行安全改造，经改造后须
达到相关行业标准，达到安全要求。目前全省1353处农村特困人员供
养机构中，已有700余处完成了升级改造。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主要是为没有生活来源和劳动能力，且得不
到应有供养的老年人、残疾人和16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集中供养服务
的场所。本次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全面升级改造，重点是加强消防安全
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和配备，并对经鉴定属于C级或D级危房及附属
设施进行拆除重建，对可能遭到自然灾害袭击或与易燃易爆仓库距离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选址新建。2016年以来，全省各级已累计投入3亿
元用于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安全设施升级改造。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的安全改造速度，我省明确至2017年10月31日，各县区行政区域范围
内所有基层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要通过改造提升、撤并、重建等方式取
得消防、建筑等安全资质，未达到相关标准及要求的要全部关停且妥
善安置供养人员。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基层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改造
提升的县区将获得奖补。

全省逾半农村特困人员
供养机构完成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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