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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1 月 11 日电 （记
者 董瑞丰 齐健）被誉为“中国天
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11日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投
入正式运行，未来将着力确保装置高
效、稳定、可靠运行，加强国内外开放
共享。

“中国天眼”是建于贵州省平塘县
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设
过程中攻克了望远镜巨大体量、超高
精度等技术难题。国家验收委员会专
家认为，“中国天眼”各项指标均达到
或优于批复的验收指标，部分关键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天文学
家20世纪90年代提出设想后，“中国
天眼”历经论证、立项以及5年半的艰
苦建设，望远镜于2016年9月25日
落成启用，进入调试期。

作为一项交叉学科的应用型研
究，国际传统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调试
周期一般不低于4年，“中国天眼”团
队经过2年的紧张调试工作，数项关
键指标超过预期，于2019年4月通过
工艺验收并向国内天文学家试开放。

“中国天眼”总工程师、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姜鹏介绍，自试运行
以来，“中国天眼”运行可靠稳定，其灵
敏度为全球第二大望远镜的2.5倍以
上。这是中国建造的射电望远镜第一
次在主要性能指标上占据高点。同
时，“中国天眼”在调试阶段获得了一
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目前探测到146
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102颗
已得到认证，取得阶段性科学成果。

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天眼”实现多
项自主创新，显著提高了我国相关学
科、相关领域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
新能力，望远镜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对促进我国在相关学科实现

重大原创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未来3年至5年，“中国

天眼”的高灵敏度将有可能在低频引
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
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正在积极组织国内外专家，研究
如何发挥“中国天眼”优良性能，加强
国内外开放共享，推动重大成果产出。

“中国天眼”正式投入运行
部分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 齐健 董瑞丰

1 月 11 日，“中国天眼”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灵敏度达到全球第二大单
口径射电望远镜的 2.5 倍以上。从器
不如人到技高一筹，中国望远镜实现
了从追赶到局部领先的跨越。

通过国家验收，是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工程成功的标志，意味着“中
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

的交接棒，同时吹响了凝练科学方向、
集中科研力量、全天候观测、加快科学
研究的集结号。

“天眼”问天，潜力可期。“中国天
眼”在主要性能指标上占据制高点，见
证了我国大科学装置从模仿学习、奋
力追赶到自主创新、局部超越的发展
历程。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
起源、星际分子探索……高灵敏度使
它在多领域有望催生突破。

重大突破，装置先行。处在发展
上升阶段的“朝阳学科”，谁提出问题，
谁就掌握了科学发展的动向。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天宫、蛟龙、天眼、
悟空、墨子……科学装置为实验科学
突破提供了宝贵机遇。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今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大科学装置不可能永
远领先。只有抓住“中国天眼”灵敏度
领先的窗口期，做好战略规划、项目遴

选和数据公开，才能激励科研工作者，
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能，促成科学成
果产出的黄金期。

科学无国界。星辰大海，是人类
共同的征途。“中国天眼”已开展多领
域国际合作研究，并将逐步向全球科
学界开放。它将全面更新脉冲星和近
邻宇宙的气体分布图像，系统拓展人
类的宇宙视野，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
做出贡献。

“天眼”问天，没有终点——“日拱
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方不
负“天眼”之名。

（新华社贵阳1月11日电）

“天眼”问天，没有终点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何春阳）1月11日凌晨，西部陆
海新通道兰州试运行班列顺利抵达重
庆，标志着该班列“周周班”试运行成
功。

本次试运行班列满载氧化硅、电
解铜等产品，于1月8日从兰州东川
站出发，抵达重庆后，将分拨钦州港东
站，实现铁海联运离境出口。

据了解，这是甘肃方面与中新南
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紧密
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举
措，也是贯彻落实去年9月重庆和甘

肃两省市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务实行动。

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这还是今年甘
肃加强与重庆、广西等省区市共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迈出的第一步。春节
后，将每周三定期开行兰州-重庆中
转（至广西）班列，实现“周周班”，这有
助于加强重庆、广西等西部陆海新通
道沿线省区市通道基础，按照“统一品
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模式，形成通
道合力，推进区域开放合作迈上新台
阶。

西部陆海新通道兰州班列试运行成功

1月11日，在黔江区火车站，旅客在动车内玩自拍。当天，黔张常铁路全面
通车后的首列动车组开进重庆黔江，让黔江这个土家族、苗族集聚地进入了动车
时代。

黔张常铁路位于渝东南、鄂西南和湘西北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西起重庆市
黔江区，途径湖北恩施州咸丰县、来凤县，湖南湘西州龙山县以及张家界市桑植
县、永定区，在张家界市与焦柳铁路衔接，后向东经常德市桃源县至终点湖南省
常德市。黔张常铁路全长336.3公里，为客货共线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线
路设计时速200公里。 特约摄影 杨敏

首列动车开进黔江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月11日，第十九届中国西
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
西部农交会）第2日，15.6万人次涌进展
场“淘”年货，达成零售额2010万元，签
订订单4.3亿元，合计4.5亿元。

当天上午9时，重庆日报记者走进
展会，看见现场人气爆棚，大量展台都推
出了特色美食免费品尝活动。重庆本地
的奉节脐橙、城口老腊肉、南岸泉水鸡等
试吃产品，深受好评。来自国外的蒙古
奶片、越南咖啡、泰国巧克力等试吃点，
也挤满了前来品尝的市民。

“快看，这里拍照转发朋友圈积攒，
就送一支蜡梅花。”在北碚展馆，一个
关注北碚农产品赠好礼的活动吸引大
量市民争相围观。原来，此次西部农交
会期间，北碚区为了宣传推广蜡梅等特
色产品，借助现场直播、不倒翁表演、
关注赠好礼的手段，聚集了大量的人
气。

在荣昌展馆，不少产品贴上了荣昌
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香海棠”的标
签。“这些‘香海棠’品牌产品以质取胜，
深受市民信赖与喜爱，有些还卖断了

货。在西部农交会第一天，我们就达成
了50多万元的销售量。”荣昌区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称。

记者逛展时还发现，一物一码、一键
溯源、农业物联网平台……不少展台用
上了智慧农业新技术。如，农投集团展
台展示的三峡鱼背鳍上挂着二维码标
签，市民用手机扫描便可溯源该条鱼的
生产全过程，包括产地环境、有机认证、
重金属检测报告等。

当日，西部农交会还举行了农产品
进出口平台对接洽谈会，石柱、奉节、涪
陵等37个区县农业领域相关负责人，向
境外及市外客商推介了各自的优质农特
产品。

会后，组委会还组织了4支队伍分
赴长寿、涪陵、荣昌、忠县实地考察，了解
当地柑橘、生猪、调味品等农产品生产情
况。

西部农交会第2日人气爆棚

15.6万人次“淘”走4.5亿元农产品

综合新华社电 据伊朗国家电视
台11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8
日在伊朗境内坠毁的乌克兰客机是被
伊朗军方“非故意”击落，这一事故系

“人为错误”导致。
军方声明说，客机被击落前曾飞

近伊朗的“敏感”军事区域。所有与此
事故有关的人员将接受调查并被追
责。

军方声明说，事发时伊朗军方正
因与美国纷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当飞机靠近“敏感的”军事区域时被错
误地当作“敌对目标”。“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人为错误并以非故意的方式，
飞机被击落。”

军方声明还对事故予以道歉，称
将升级相关系统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
生。

伊朗总统鲁哈尼11日通过社交媒
体说，伊朗对乌克兰客机错误地被击落
表示遗憾，并表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
的错误”。鲁哈尼同时表示，伊朗将继
续对此事展开调查并追责，为误击乌克
兰航空公司客机赔偿。伊朗外长扎里
夫则表示，美国的“冒险行动”是导致此
次伊朗出现“人为错误”的原因。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
交媒体脸书上发表声明，要求伊朗就
击落乌客机一事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道
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支付赔偿。

伊朗：客机被军方“非故意”击落

“中国天眼”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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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西部农交会上，市民正选购巫溪洋芋。
记者 张锦辉 摄

新华社台北1月11日电 （记者
吴济海 查文晔 傅双琪）2020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1日下午4
时结束。当晚出炉的计票结果显示，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赖清德当选台
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得票817万余
张，得票率为57.1%。

另两组候选人中，中国国民党候选
人韩国瑜、张善政得票552万余张，得

票率为38.6%；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
余湘得票60万余张，得票率为4.3%。

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
举结果也于当晚揭晓。在台湾地区立
法机构总共113个席次中，民进党获
得61席，国民党获得38席，台湾民众
党获得5席，“时代力量”获得3席，

“台湾基进”获得1席，无党籍及未经
政党推荐者获得5席。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

石柱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中益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华溪村是中益乡政府所在地，也是
重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

2018年10月以来，农行重庆市分
行加强银政合作，在华溪村开展金融
支持农村“三变”改革探索创新，助推
华溪村高质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为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提
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靶向发力推动“三变”改革

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关键在于结合贫困地区特色资源

禀赋和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难点、痛
点和关键点，因地制宜培育长效扶贫
产业，建立健全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促进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增收。农行重
庆市分行金融支持华溪村农村“三变”
改革的工作方案围绕“精准”二字，着
力做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
篇文章。

在解决好“扶持谁”方面，重庆农
行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帮助华溪村成立集体经济组
织控股的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
过壮大集体经济，建立新型利益联结
机制和带贫机制，带动贫困户稳定脱
贫，农户持续增收。

在解决好“谁来扶”方面，重庆农
行强化银政协作，整合财政资金和金
融资源，合力支持华溪村集体经济组
织壮大经营实力。当地政府和重庆农
行向华溪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资金
468万元（其中农行捐赠 118 万元、财
政资金350万元），加上村民入股资金
32万元，华溪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的
公司资本金达到500万元。

在解决好“怎么扶”方面，坚持“扶
产业就是扶根本”，重庆农行配合华溪
村开展市场调研，推动华溪村深度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将传统低效农作物
降下来，将特色高效农业做起来。通
过农旅结合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促进农户和贫困户增加土地经营
权流转收入、工资性收入、带资入企收
入、股本分红收入，实现收入多元化和
持续稳定增收。

“六项举措”服务乡村振兴

为更好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农行重庆市分行将金融支持农村“三
变”改革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探索实施党建共建、智力支持、
专项信贷、资金捐助、电商服务、消费
扶贫“六项举措”，提升集体经济组织
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例如，为加强贷款支持，重庆农

行上线“黄水人家”快农贷产品，授信
960 万元，发放贷款 139 万元；上线

“黄连”快农贷产品，授信1430万元，
发放贷款596万元；以集体林权为抵
押，向全兴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

“林果贷”60万元；发放“农房贷”193
户、2795万元，其中支持莼菜种植13
户、贷款金额 185 万元。捐款 127.6
万元，帮助华溪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益旅游开发公司账户优化股权结
构、增加注册资本金，其中118万元
用于黄精种植、9.6万元购买“黄精种
植险”。

通过提供电商服务推动“三变”改
革，重庆农行也作出了新的尝试——
在华溪村“惠农e通”平台设立扶贫专

区，上线京东商城和石柱商户，将中益
土蜂蜜等13种农特产品上线，累计线
上购销779万元。华溪村惠农服务点
融“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便
民服务”“四大中心”于一体，成功创建
了人行金融扶贫示范点。

随着“六项举措”的落地实施，农
行重庆市分行金融支持华溪村农村

“三变”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切实做
到了“集体经济扶起来”“特色产业立
起来”“自有品牌树起来”“利益联结
建起来”，为贫困群众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华溪村
高质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胡科舒 徐一琪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重庆农行在行动 ②

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农行重庆市分行支持中益乡农村“三变”改革

数读“中国天眼”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反射面由4450个反射单元构成，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

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口盛满水的锅，容量够
全世界每个人分到4瓶水。

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 30吨的馈源舱通过6根钢索控制，可以在140米高空、206米的
尺度范围内实时定位。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能看见更遥远暗弱的天体，它1分钟就能发现的星体，即使把坐
标提供给百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对方也要9分钟才能看见。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500米的尺度上测量角度精确到8角秒，10毫米的定位精度要
求最高做到了3.8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