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月球背面生物生长试验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横贯我国东中西部的水运大
动脉。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三年来，码头整治、
推进使用绿色能源、推动港口资源整合带来的效益逐步显
现，着力推进长江航运绿色发展。

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
在长江经济带上，林立的码头，就如镶嵌其上的明珠一

般，起着联通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带动聚集优势产业的重要

作用。近年来，非法码头制约了长江航运发展，主要体现在岸
线资源严重浪费、安全隐患十分突出、航运市场遭受干扰。

2016年，交通运输部组织对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情况
开展了摸底调查，初步查明共有1000余座，泊位总长度约
140公里。从分布来看，非法码头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
和江苏，约占到80%，这与三省长江干线岸线里程占比基
本一致。

面对严峻问题，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如何整治？交通运
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是明确“干什么”，完善港口
规划，严控规划港口岸线规模。二是明确“弃什么”，鼓励公用
码头建设，严控工矿企业自备码头建设。三是明确“要什么”，
加强机制建设，突出港口安全绿色发展。四是明确“禁什
么”，严禁未批先建，开展非法码头专项整治。（下转2版）

货畅船安 碧水相伴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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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面积占全国淡水总面积约一半的
长江，流经我国19省区市，哺育着约4亿
人。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水
生生物资源，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乃至生态
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
强调：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
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肩负国家生态职责和区域发展使命，
重庆把保护和改善三峡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在产业发展上设定最严格的环境
准入标准，划定全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
积2.04万平方公里，深入实施“蓝天、碧水、
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建设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
值，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碧水蓝天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入冬以来，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开州
汉丰湖准时迎来了两大拨客人——候鸟和
观鸟游人，其中前者中就有难得一见的中
华秋沙鸭、青头潜鸭、短嘴豆雁等珍稀鸟
类。

出于防洪、发电、蓄水、调沙等需要，三
峡水库实行冬季175米高水位、夏季145
米低水位运行模式，由此形成高30米的库
岸消落带。这里生物多样性衰退严重，生
物群落单一，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退化或
损坏，成为库区生态的一大疮疤。

以前每到夏季，消落带露出水面后，裸
露的淤泥难看，散发的恶臭难闻，不仅影响
环境，沿岸居民意见也很大。经过长期试

验，在开州汉丰湖和澎溪河的消落带中,
“乔木—灌木—草本”植被结构成功恢复，
植物群落得以重构，加上为鸟类栖息、觅食
修建了人工岛屿，消落带成了养眼的公园、
鸟类的乐园。

开展消落带治理填平生态洼地，为环
境美颜过程中，库区还探索出了“沧海桑
田”产业模式——引种耐水淹的桑树种在
消落带，冬季水涨为“沧海”、夏季水落为桑
田，顺应了库区蓄水需要和植物生长规
律。消落带淤积了江水挟带的泥沙和营养
物质，土壤十分肥沃，饲料桑生长旺盛，成
功破解了保护库岸、增加绿化的难题。

不仅是消落带的治理，在重庆，为保护
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全市生态环境
部门对纳入市级监测的劣V类河流和纳入
国家、市级考核的不达标河流开展全面“体
检”，设置了约1100个监测断面，详细掌握
流域干支流水质总体情况，形成“一个流域

一张图”，有的放矢提出整治措施。
于是，重庆86个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建成，60个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实现
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全市138艘餐饮船
舶已取缔106艘，其余船舶整改的整改，停
业的停业，且大部分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
实现了污水、垃圾“零排放”管理；县级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53个问题全部
整改完成，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稳定达到100％，9个地下水质量考核点
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
为优，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为88.1％，优于国家年度目标要求。

“嘉陵天气好，百里见双流。”唐朝诗人
李端在《送友人游蜀》中描述的情形，如今
已成为重庆市民的日常，蓝天白云下，一江
碧水向东流。

蓝天白云，对于曾有着“雾都”之称的

重庆，尤其来之不易。
近年来，重庆持续开展“蓝天行动”，强

化交通污染、扬尘污染、工业污染、生活污
染控制，增强监管能力、科研能力，全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数据是枯燥的，但数据却是最好的佐
证：

2015 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92天；2016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01天；2017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03天；2018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16天。

家园秀美
环境整治让乡村更宜居

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在重庆广
大的农村地区有着更为直观的体现。

（下转4版）

守护一江碧水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5日，重
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
工作站正式揭牌。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会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空军工程大学
教授李应红，并共同为工作站揭牌。

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张卫
红，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专家廖文和，香港科技大学冠名讲席
教授、长江学者赵天寿等专家学者，副市长
屈谦等参加会见及揭牌活动。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李应红一行表示欢迎。唐良智说，
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四个扎
实”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高质量、供给侧、
智能化，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八
项行动计划”取得更大成效。近年来，重庆
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

实现了重庆航空产业从无到有，还打造了
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中国科学院、空军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特别是
李应红院士团队，在航空领域具有很高的
技术创新水平。希望大家在科技研发、协
同创新、高端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与重庆
深化合作，推动重庆航空产业发展壮大，助
推重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
划。重庆将为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院士等
高端人才参与重庆建设发展提供优质服

务。
李应红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对航空

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
重庆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科教优势，
发展航空产业前景广阔。愿加强与重庆高
校、企业合作，积极探索航空领域军民融
合、产教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举
措，建设好重庆航空学院、绿色航空技术研
究院及院士专家工作站、航空发动机零部
件试验检测中心、维修基地、产业园等，打
造绿色航空科技（重庆）论坛品牌，为重庆
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献智引智。

据了解，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
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应红、欧阳明高、郭万林领衔，重点研
究绿色航空能源动力系统、材料与智能制
造、飞行器等领域，将通过开展战略咨询
和技术指导、联合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
等，专注引领性、创新性、变革性技术和产
品研发，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体系，把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建设成为航
空领域国内外知名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和人才培育基地，助推重庆航空产业优质
高效发展。

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唐良智会见中科院院士李应红并共同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陈虹）1月
5日，重庆大学发布消息，由该校承担的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已随嫦娥四号首次
登陆月球背面。该项目携带了马铃薯等6
名“神秘旅客”，将在月球背面开展生物生
长试验。目前，主副相机已传回10余张照
片，显示一切情况正常。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
经过26天的漫长飞行，成功在月球背面着
陆，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
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是全世界
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在人类探月
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令人关注的是，嫦娥四号搭载了由重
庆大学牵头研制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以
下简称科普载荷）项目登月。该项目将在
月球背面开展生物生长试验，构建太空生
态系统试验。

“项目将展示生物在月球低重力、强辐
射等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状态，同时还将开

展‘微型生态系统地月对比试验’（即同一
个密闭生态系统在地球、月球不同条件下
以及在地面开放自然条件下的生长发育情
况对比）。”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科普载荷总设计师、重庆大学先进
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教授介绍，科普载
荷搭载有6名“神秘旅客”，分别为马铃薯、
油菜、棉花、拟南芥、果蝇、酵母。

其中，植物生产氧气和食物，供所有生
物“消费”；作为消费者的果蝇和分解者的
酵母，通过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供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与此同时，酵母可以分解
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生长，也可以作为果
蝇的食物。”谢更新说，这样可形成一个含
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微型生态系
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罐子”里
资源、空间有限，因此本次搭载的生物物
种筛选有着严苛的要求。哪些“旅客”能
登上月球？首要条件就是“个子小”；其

次，由于月球表面低重力、强辐射、高温差
等极端条件限制，因此能耐高温、耐冻，还
能抗辐射和抗干扰的动植物，才能实现登
月之旅。

据悉，经受月球上严酷力学考验的科
普载荷已于1月3日23时18分加电开机，

当天23时48分浇水，23时55分传回第一
张照片。目前科普载荷上的主副相机已从
太空传回10余张照片。主相机传回的照
片显示科普载荷所有结构在经历发射、飞
行、着陆等考验后，密封正常；副相机传回
的照片显示放水成功，温控正常。

重庆大学在月球“种菜”
目前浇水成功、温控正常

微型生态系统循环图 （重庆大学供图）

一些重要的节点，标注
时间的分量，铭刻前行的坐
标。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作出战略部署，描绘了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宏伟蓝图，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
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
旗定向，正本清源，使意识形
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
根本性的转变。

2018年 8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
传思想战线进入了守正创新
的重要阶段，强调“推动宣传
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守正，创新，强起来！这
是凝心聚力的时代呼唤，这
是再书华章的期许厚望。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肩
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奋力开创崭新局面，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
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高扬奋进新时代
的思想旗帜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做
到学思用相结合、知信行相统一。

神州大地上，学习新理论的热潮在涌动。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必须跟进一步。《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十讲》甫一出版发行，就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
迎、广受好评，成为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作为“理论热点面对
面”系列的最新成员，《新时代面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动实践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浅出
回答。“很亲切，读起来就像面对面交谈一样。”在北京市西城
区广安门内街道报国寺社区举行的交流座谈会上，社区居民
用朴实的话语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

一本本理论书籍如约而至，一篇篇理论文章新鲜出炉，
一场场理论讲座解疑释惑……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富有时
代性、创造性的方法举措，让理论宣传如春风化雨，让理论学
习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亿万人民中，领悟新思想的热情在升腾。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答卷》《誓言》等微视

频、《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等精品力作，充分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范和深厚
情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生动阐释、广泛传播，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
自觉性坚定性。

新时代中国，开展新实践的热忱更坚定。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

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
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注入了强大
动力。 （下转2版）

守
正
道

创
新
局

—
—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工
作
述
评

新
华
社
记
者

黄
小
希

3版刊登重报圆桌会
聚焦2019重庆经济发展

云
阳
县
双
井
寨
，船
舶
行
驶
在
蓝
天
白
云
下
、青
山
绿
水
间
（
摄
于

二○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

记
者

谢
智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