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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
叶雄兵就是我军设计战争的科研尖

兵。
“现代战争，首先在作战实验室打

响。”作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联合作
战实验中心副主任，叶雄兵一直走在战争
前面。

近年来，他参与打造了我军首个联
合作战实验平台，并在这方寸之地解剖
战争、仿真战场，为百万雄兵谋划制胜
良策。

▶在实验室设计和预演战争

叶雄兵从事的联合作战实验是通过
在计算机中建立作战模型，模拟作战过
程，获取作战结果，从而为科学筹划决策
等提供定量依据。

那年，随着人机交互任务规划技术、

可变分辨率建模技术、基于学习的行动效
果评估机制等关键技术接连被叶雄兵团
队攻破……经过2期大规模建设，在原联
合作战研究实验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具备6大功能的联合作战实验平台
终于正式建成。

这标志着我军作战理论拥有了自己
的“风洞”实验场、“CT”扫描仪。

“在实验室设计和预演战争是我现在
的主要工作。”叶雄兵说。

随着实验中心的名气越来越响，一个
个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的任务纷至
沓来，很多部队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找
上门来。

那年，某单位对一份方案预案进行评
估，几番研究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最后求助于实验中心。

受领任务后，叶雄兵带领团队发挥系
统优势，认真分析预设战场环境、目标特
征，整理了900余种资料、2000余组模型
数据，实现对每一个作战活动的全息复盘
分析。

几次实验下来，方案中不合理的部分
被精准定位，部队人员心里亮堂了，预案
修改有的放矢，并在实兵演练中得到验
证，受到上级高度肯定。

截至目前，叶雄兵已主持和参与了50
多项作战仿真和实验系统建设，参加了30
多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实验
论证，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17项，军事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14
项。

错误的结果
很可能会误导决策

“他撰写的研究报告多数都层级很
高、课题重大、极具现实意义，很多咨询建
议被上级采纳。”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政委佟海青说，叶雄兵团队的很多科研成
果已进入到部队战备、训练和任务当中。

也正因为此，叶雄兵常常感到压力
很大，因为“错误的结果很可能会误导
决策”。

在联合作战实验领域有一句名言，数
据是作战模拟的血肉，模型是作战模拟的
灵魂，掺不得半点水分。“数据不准，实验
结果等于废纸。”叶雄兵说。

“啥时候都要用战斗力标准的尺子量
一量。”每每回忆这段过往，叶雄兵感慨万
千：“今天的一个误差，未来战场要用鲜血
做代价。精细仿真战场，就必须让模型更
精确、数据更精准。”

真正的科研
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如何让科研更好地服务于战斗力生
成？“背后是数不清的推倒重来。”战争研
究院某研究室主任董献洲给出了答案。

他清楚记得，一次编写某分系统，团
队多日辛苦之作却被叶雄兵一票否决。

都达到设计标准了，凭啥重来？讨论
会上，很多人想不通。

“系统要具备多种分析验证功能，必
须随时能够修改参数。”原来，叶雄兵发
现，一些关键作战参数作为固定数值封装
在程序中。虽然降低了设计难度，也达到
了设计指标，但却限制了实验区间和精
度，也不利于系统的后续升级。

“系统不是用来评奖的！我们必须拿
出最高的技术水平。”在叶雄兵看来，搞科
研不是搞一个系统、出一个报告、评一个
奖项，真正的科研要聚焦部队，聚焦能打
仗、打胜仗。

对照战斗力标准，作战实验水平没有
最好，只有更高。

为了让实验结论更加精准，叶雄兵带
领课题组上高原、下海岛、走戈壁，实地采
集、验证装备数据，并从一线部队、演习靶
场、科研院所采集各项装备性能参数、兵
力运用等方面的图像资料和文字材料；将

“大数据技术”整合入系统，使实验平台和
仿真系统愈加完善。

自从2010年因患恶性肿瘤而切除左
肾后，叶雄兵坦言现在的体质确实不如以
前了，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每每
在重大任务前都“打头阵”。

但这位被称为“主心骨”的团队带头
人，却总是在评奖晋升时往后站，“联合作
战实验研究重在联合，课题我顶多牵了下
头，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评奖排名可以谦虚，但谈起联合作战
实验，叶雄兵却说自己不敢往后退：“我们
必须得走在战争前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今天的一个误差，未来战场要

用鲜血做代价”

叶雄兵：

设计未来战争的科研尖兵

新华社记者 杨雅雯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宣布：应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2月13日至16日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 温馨）针对有报道称美
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名美政府高官称，特朗普总统可能于
6日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表示将继续
推迟美国驻以使馆迁址6个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对地
区矛盾可能激化感到担忧。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各
方都应着眼地区和平与安宁，谨慎行事，避免冲击长期以来巴
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基础，引发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
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
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
坦国，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分
歧，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特朗普可能将宣布美国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外交部发言人：各方应谨慎行事

这是12月5日在德国西部北威州梅尔布施镇拍摄的受损
的货运列车。德国西部北威州一火车站内5日晚发生列车相撞
事故，一列客运列车撞上停在站内的一列货运列车，造成近50
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德国西部发生列车相撞事故
造成近50人受伤

12月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
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以

“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名义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任
何仪式不会出现俄罗斯国旗和国歌。

据新华社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
禁止俄代表团参加2018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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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7〕16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
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12:
00-2018年1月5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
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
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
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
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

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
1楼，联系人：王先生。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www.cqgtfw.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qggzy.com

序号

GC17037

GC17038

GC17039

GC17040

采矿权名称

彭水县保家镇东流村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

彭水县桑柘镇燕田湾饰面
用灰岩矿

重庆市彭水县靛水街道五
湖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彭水县靛水街道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彭水县保家镇东流村

彭水县桑柘镇

彭水县靛水街道五湖村

彭水县靛水街道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饰面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储量
（万吨、万立方米）

320.77

204.3

560.3

564.1

开采面积
（Km2）

0.1098

0.2829

0.162

0.1718

开采
标高

+950米至+900米

+1425米至+1280
米

+876米至+780米

+770米至+69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万立方米/年）

51

5

51

51

出让年限（年）

6

10.3

9.3

10

出让起始价款
（万元）

144

492

237

232

保证金金额（万元）

59

129

78

77

备注：
一、序号GC17037-GC17040采矿权出让人：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彭水县汉葭镇河堡街2
号。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
户行：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 帐号：697 826 566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

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
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
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
格。

四、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

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
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
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
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人
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
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

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

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
不成交处理；

（四）待《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正式出台后，若本次成
交价低于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竞得人应按照基准价补齐
出让差价并签订补充合同（或重新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

一一流流的的军队军队
设设计计战战争争

▶
▶

▶

据新华社日内瓦 12 月 6 日电 （记者 刘曲）
联合国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6日发布的一份年度
报告显示，2016年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提交了310万
件专利申请，连续第7年保持增长势头。其中，中国
专利申请增量占全球总增量的98％。

这份《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
提交的专利申请数较上一年增长8.3％，中国受理的专
利申请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专利局的总和。

“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创新和品牌方面的一
个引领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说，从中国在全球专利申请增量中所占的比重，
可以看出中国创新的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

专利申请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30万件，遥遥领先
其他国家。受中国申请量的强劲增长驱动，整个亚
洲地区在全球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从2006年的
49.7％增至2016年的64.6％。

但在向国外申请专利方面，美国继续领先，紧
随其后的是日本、德国以及韩国。高锐指出：“国外
申请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也传递了在外
国市场中对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意愿。”主动寻求国
际保护的专利往往具有较高价值。

此外，在有关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申请数
量上，中国同样领先全球。但和专利申请类似，绝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都只在国内市场寻求保护。

联合国报告：中国专利申请领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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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6日电 （记者 王晨笛）俄罗斯总
统普京6日说，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3月举行的新一届俄罗斯
总统选举。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当天在俄西部城市
下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见面时说，自己将参与
竞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在这里宣布这个决定是最合适的，“感
谢你们的支持”。

普京宣布参加2018年
俄罗斯总统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