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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科技是创新的主动力。湖南科教资源底

蕴深厚，工程技术创新力量雄厚，超级杂交
稻、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等科研成果笑傲全
球。我们要拿出袁隆平、国防科大科研团队
那种创新精神，实施重大科技工程攻关，在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农业、新
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尽快解决一批制约发展
的科技问题。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产业是创新的依
托，市场是创新的广阔舞台。坚持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必须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
的有效嫁接和深度融合。企业要舍得在研发
上加大投入，掌握自主创新技术和专利，起
到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通道的作
用。华为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从下列这组数
据可以一窥端倪：2017年华为研发人员占公
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约占总收入
的14.9%，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
3940 亿元，累计获得专利授权 74307 件，其
中90%以上专利为发明专利。

产品质量是创新成果的重要体现。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是创新说

了算，市场是品牌说了算。缺少创新元素的
产品，往往难以打开市场，更赢不了长远发
展。推进产品创新，说到底就是要拓展个性
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智能化制造，打造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造高铁是创新，玩转
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也是创新。尽管创新的
路径各异，但在坚持工匠精神、促进质量变
革上却是殊途同归。

成功的管理创新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革命性、颠覆性变化。我们提倡“最多跑
一次”改革，因为这项改革涉及观念转变、
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利益调整等方方面
面，既能吹糠见米，又牵一发而动全身，是
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场深刻变
革，能够加快形成服务于创新发展、开放发
展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互联网时代，理
应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地都要在政
府服务、基层治理、企业管理等方面，向创
新要活力，用创新增效率。我们建设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就是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实时掌握情况，找到
原因，提供解决办法。这方面，浙江、上海等
沿海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在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基础上予以复制推广。
而文化创新、创新文化，是一切创新之

母、一切创新之魂。最近，省委召开推进广电
出版深化改革工作会议，明确对省管国有文
化企业实施改革重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创
新，努力把“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的品牌擦
得更亮，使其当好文化强省建设的领头羊、
先行军。可以预见，随着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加快建设，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的建设“以影视出版为重点的文化
创意基地”目标一定会早日实现，湖南创新
文化的氛围也将更加浓厚。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
广其途以储之。”推进创新发展，从根本上
来说，要充分发挥湖南科教资源丰富的优
势，实施“芙蓉人才计划行动”，广开纳贤
之路，广聚天下英才，形成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激发全社会创
新创造活力。

湖南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继承敢
为人先的湖湘文化传统，敢于直面席卷全球
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在创新发展的征程
上干出业绩，是我们这一代湖南人的应有姿
态、应有作为。

雪山高耸入云，云端有个哨
所，哨所里有藏族阿妈牵挂的一
群士兵。

8月1日上午，62岁的德吉、
57岁的普次、65岁的次仁曲珍等
3 位阿妈背着满满 3 筐蔬菜，来
到雪山脚下。

位于西藏亚东的詹娘舍哨所，
海拔4655米，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一年中大雪封山期长达7个月。

在过去的36年里，从青丝到

白发，3位阿妈曾无数次来到这
里，沿着陡峭的小路攀爬上山，
给守哨士兵免费送菜。

今天，八一建军节，从山脚
直通哨所的运输索道正式运行。
身材已经佝偻的老阿妈，再也不
用像过去那样花上大半天，一步
步地爬上云端哨所了。

黄澄澄的香蕉、青翠欲滴的
新鲜蔬菜，还有连夜烙的油饼
……阿妈们小心翼翼地把礼物

放入索道吊篮，还特意系上鲜红
的哈达。某边防团副团长杨涛扳
动操纵杆，吊篮缓缓向雪山之巅
升去……

吊篮越升越高，阿妈们的心
也跟着飞向了哨所——

几十年前，每当大雪封山，
哨所官兵就难以吃上蔬菜。从
1982年开始，家住亚东县下亚东
乡仁青岗村的德吉，一次次穿越
荒无人烟的雪山，给官兵送去新
鲜的蔬菜和渴盼的信件。

这一送，就是36年。同村的
普次和次仁曲珍也加入进来。从
海拔2800米到4600多米的崎岖
山路上，留下3位藏族阿妈顶风
冒雪、手提肩扛的身影。她们先
后为哨所送菜100多吨，往返里
程超过6万公里。

吊篮越升越高，阿妈们的眼
里泛出晶莹泪花——

一开始称呼她们“阿佳拉”
（大姐），后来叫她们“阿妈”，哨
所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德
吉、普次和次仁曲珍始终是大家
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德吉家珍藏了厚厚的几本相

册，里面都是哨所战士送给阿妈
的照片。300多张青春的面孔，阿
妈能一一叫上他们的名字；300多
张灿烂的笑脸，见证着来自祖国
各地的戍边战士对阿妈的深情。

吊篮越升越高，阿妈们布满
皱纹的脸上绽放微笑——

这几年，村里和哨所都发生
了“嗖、嗖、嗖”的变化。柏油路通
到了家家户户，村民们都住上了
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村里还建起
了健身广场，阿妈们跳“锅庄舞”
有了好去处……

哨所建起了运输索道，让背
水背菜成为历史；接入了国家电
网，长明电照亮了雪山之巅；官
兵们在执勤之余，用上了 4G 网
络，再也不用靠“喊山”解闷……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着阿妈
们心意的这份“八一”礼物，穿云
破雾抵达哨所。

哨长马关敬带领全哨战士，
向着山脚下老阿妈们的方向庄
重敬礼：“虽然我们守在云端天
边，但时刻都感受到祖国就在身
后、人民就在身边。”

（新华社拉萨8月1日电）

“八一”礼物，飞向云端哨所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樊永强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齐中熙 吉宁）记者从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1日，北京至天津城
际铁路运营已满10年，累计安全运送旅客2.5亿人次。当
天，京津城际全部更换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据了解，自2008年8月1日开通运营以来，京津城际
铁路每日开行列车数量从最初的 47 对，增至现在的
108.5对，增幅达130%。

在发送量方面，该条线路的旅客发送量逐年递增，
2009 年发送旅客 1456 万人次；2012 年发送旅客 2278 万
人次；2018年上半年发送旅客1486.2万人次，日均运送
旅客8.2万人次，远超2008年日均运送旅客4.9万人次。
沿途的经停车站——武清站，日均发送旅客由2008年的
366人次，增加至目前的日均1万余人次，单日最高发送
量为1.6万人次。京津城际铁路也与京沪、京广、津秦、津
保、石济等高铁连网成片，形成半小时至1小时“高铁经
济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运输保障。

京津城际动车组全部更换为“复兴号”
十年安全运送旅客2.5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日前，
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
规定》《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
定》，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两个《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深入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旗帜引领、
把握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力求
务实管用，坚持统筹协调、科学筹划
设计，坚持继承创新、体现军队特色，
切实在加强军队党内监督、党的问责
工作上立规明矩，立起刚性措施。两
个《规定》的印发施行，对进一步规范
军队各级党委、纪委履行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推进军队正风肃
纪反腐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着
眼监督主体、监督职责、监督措施的
有机统一，以监督责任为主轴，区别
不同主体，明确监督职责，规范具体
制度，建立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党委
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基层党组
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军队党
内监督体系。《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
作规定》围绕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
当、失责必追究，完善问责制度，健全
问责机制，强化问责落实，规范党组
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员领导
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
军
队
实
施
党
内
监
督
的
规
定
》

《
军
队
实
行
党
的
问
责
工
作
规
定
》

8 月 1 日，三位藏族老阿妈来到雪山脚下给守哨士兵免费送
菜。 新华社记者 刘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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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卓
村是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小村
子。走进绿树掩映的村庄，一座座
藏式民房崭新而整洁，57户人家
都用上了电视、电脑、WiFi、电冰
箱、冲水厕所、太阳能淋浴等用具
和设施。这里的藏族群众还都用
上了消毒柜，年轻人热衷网购。是
什么让这个村落如此“时髦”？

卓村村委会主任扎西顿珠
道出了缘由：2003 年前，卓村还
在偏僻的山脚下，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是走南闯北、颇具见识
的卓村党支部原书记巴珠，与
县里领导沟通，鼓励村民们搬
迁到林邛公路边。交通方便了，
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发展的路
子也开阔了。

“当时，很多人不愿搬迁，我
和‘老书记’的几家亲戚做表率
先搬了过来。过来后我们就在路
两边开垦荒地，大胆试种地膜辣

椒，办起了家庭旅馆。乡亲们看
到我们日子过得红火，就陆陆续
续开始搬，直到2006年全部搬到
了这里。”扎西顿珠说。

朗县有种植辣椒的习惯，但
一直并未形成规模。巴珠说，搬过
来后，我们改变种青稞、小麦的传
统模式，将经济效益高的辣椒种
植和庭院经济作为主要产业。目
前全村种植辣椒224亩、苹果150
亩、藏冬桃100亩、核桃900亩，每
年户均增收3.5万元左右。

如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
这里生根。挖虫草收入占卓村群
众的50％以上，为了防止大规模
采挖虫草对生态造成破坏，村里
在采挖点成立临时党支部，专门
提供服务、强化管理，要求村民
采挖后回填草皮和清理垃圾。

同时，不少人家办起农家
乐家庭旅馆，拓宽增收渠道。目
前卓村已有 12 户办起了农家

乐，还有 10 户待批后可迎客。
家庭旅馆从初期单一住宿向提
供吃、住和水果采摘为一体的
民宿经济发展。

走在卓村的村道上，一颗颗
暗红饱满的鲜花椒映入眼帘，
阵阵香麻味扑面而来。村民次
旺告诉记者，他家去年仅花椒
收入 1 万多元，再加上挖虫草、
家庭旅馆和庭院经济的收入，
一年收入颇丰。

“搬迁前，村里没有人愿意
出去打工，等靠要思想严
重。如今村里每家每户都买
了卡车，70％以上的年轻人

都到拉萨、昌都、那曲等地打工。
有人跑运输，有人开挖掘机，还
有人跑客运，致富的路越走越
宽。”扎西顿珠说。

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
桑玉珍说，如今朗县每个村除
了农牧区生产方式的不同，村
庄建设、民众生活等状况相差
不大。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让
世界屋脊昔日寂静的山村释放
出新的活力。

（新华社拉萨7月31日电）

藏乡沐新风
——西藏朗县农牧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尚才

这是坐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卓村（7月26日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