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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中国
民主同盟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京闭幕。在
随后举行的民盟十二届
一中全会上，60 岁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
仲礼院士当选新一届民
盟中央主席。

丁仲礼是著名地质
学家，因为在地质与环
境研究方面的突出贡
献，48 岁即当选中科
院院士。今年 7月，他
在国科大 2017 年学位
授予仪式上深情地勉励
毕业生：“要以爱国主
义的精神与奉献人类的
情怀，去做好自己的工
作，要将个体生命融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如今，当选为民盟
这个以文化、教育、科
技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
的新一届领导人，丁仲
礼表示，深感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

丁仲礼回顾说，民
盟诞生于 1941 年的抗
战 烽 火 之 中 。 76 年
来，几代民盟人薪火相
传、接力前行，始终与
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为新中国的
成立和建设、为改革开
放宏伟事业，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
业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
重要贡献，留下了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坚实足迹。

“民盟有个传统，就是始终坚持
‘不调研，不发言’的原则，围绕关
系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找热点、盯
难点、想对策，5年来进行各类调研
200余次。”丁仲礼说，5年来，民盟
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政策建议
46 件，均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
示，多篇成为中办、国办的重点督办
件；民盟注重发挥在传统领域的优
势，全力打造了民盟教育论坛、民生
论坛、经济论坛等品牌和海峡两岸及
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联谊活动，取得了
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民盟中央通过
高层协商、政策建议、政协发言与提
案等形式和渠道，发挥民主监督的作

用，对河南省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工作完成得有
声有色；民盟持之以恒
地在贵州毕节、四川遂
宁、河北广宗、甘肃定
西、广西百色、重庆彭
水等地开展社会服务工
作，以农村教育扶贫、
医疗扶贫为抓手，取得
良好成效。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丁仲礼特别提
到，要做好盟内建设，
充分发挥 29 万余盟员
的积极作用。目前，民
盟盟员中拥有大学校

（院） 长 165 人，院士
51 人。5 年来，有 131
位盟员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的奖励，14 人当
选两院院士，16 人担
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9
人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
等奖项。“可以说，正
是在全盟同志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的议政建言
取得新成果，社会服务
打开新局面，自身建设
再上新台阶，各方面工
作都取得了新的重要进
展。”

对于今后的发展，
丁仲礼指出，民盟要不
断巩固参政议政传统重
点领域，整合利用盟内
外资源，进一步完善全
盟参政议政整体格局，
秉持“不调研，不发
言”的优良作风，增强

全局意识、前瞻意识、问题意识，提
高参政议政工作的针对性、协调性、
科学性，建有效之言，献精准之策。
要勇于承担民主监督重任，着力加强
民主监督能力建设，讲真话、做诤
友，重点就当前重大改革举措、重要
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十三五”时期
重要约束指标等进行监督。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 ， 是 我 们 的 历 史 使 命 和 神 圣 责
任。”丁仲礼说，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
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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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传统村落蓝皮书发布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钟方
联） 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中国纺织信
息中心和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联
合承办的2017中国纺织创新年会日
前在北京举办。

本届年会以“新时代新平衡新发
展——建成世界纺织强国的战略与
路径”为主题，与会者从行业大势、科
技进步、材料资源、时尚创意、品牌建

设、社会责任、消费需求、产品竞争力
与可持续创新等多个维度，分享年度
创新成果、探讨“十三五”时期力争建
成世界纺织强国的战略与路径。其中
的创新论坛围绕消费需求与科技进
步，产品竞争力与可持续创新等话题
开展探讨，既有对新趋势、新形
势、新技术的专业思考，也有对企
业自身发展变革衍生的新理念、新
模式、新生态的深度探讨。

中国纺织创新年会举办中国纺织创新年会举办

据新华社西宁 12 月 10 日电
（记者张大川）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科
研所获悉，卫星遥感监测显示，青
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盐湖
面积再创新高，已达近42年来最大
值。

可可西里盐湖，又名68道班盐
湖，以产盐而得名，位于可可西里
保护区东北部。2011 年 9 月，盐湖
上游的卓乃湖因溃堤面积急剧减
小，导致其下游的库赛湖和海丁诺

尔湖先后发生湖水外溢后最终注入
盐湖，盐湖面积在2011年至2013年
显著增大，然后呈持续缓慢增大趋
势。监测显示，盐湖今年10月上旬
面积为161.4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
相比，面积扩大9.3平方公里。

据 《中国湖泊志》 记载，20世
纪80年代盐湖已被开采，多运往西
藏日喀则等地作为食用盐。随着可
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成立，盐湖盐
业开采活动已被禁止。

目标瞄准“世界之最”

根据部署，上海要在 2020 年基
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自
开港以来，一直都是上海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的中坚力量。智能、绿色、节能、
自主创新，洋山港码头从擘画蓝图之
日起，就将目标瞄准“世界之最”。

据悉，此次试运行的洋山港四期
共建设7个集装箱泊位、集装箱码头
岸线总长 2350 米，设计年通过能力
初期为 400 万标准箱，远期为 630 万
标准箱。放眼全球，规模如此之大的
自动化码头一次性建成投入运营是史
无前例的。

目前已经完成调试的首批 10 台
桥吊、40 台轨道吊、50 台自动引导
运输车将投入开港试生产。根据规
划，洋山港四期最终将配置 26 台桥
吊、120 台轨道吊、130 台自动引导
运输车。

建设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作业线
与码头垂直布置并采用高密度堆垛方

式、自动化的生产作业环境、独一无
二的多元化堆场作业交互模式……创
新发展理念和高技术含量的建设方
案，正是上海奋力建成服务全球的国
际航运中心的最佳注脚。

“魔鬼码头”空无一人

在洋山港码头，抬眼望去，鲜红色
桥机舒展巨臂，塔吊车沿港口一字排
开，轨道吊准确锁住集装箱，一个个巨
大的集装箱被迅速抓起，自动引导运
输车早已等候在下方，集装箱迅速装
车拖向指定位置。港区内车流不息，然
而繁忙的港口内却几乎空无一人。

在中央控制室，轨道吊远程操作
员邵妙娜紧紧盯着眼前的4块电子屏
幕，监控着整个流程。她的工作台就
像大型游戏机，除了屏幕，就是操纵
杆与鼠标。“我们要做的并不多，正
常流程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只要几
秒钟安全确认，我们可以同时监控整
个港区所有桥吊的工作。”邵妙娜说。

吊桥不需要驾驶员，可以在后台
的工作区内直接操控。集装箱卡车不
需要驾驶员，直接自动运行的导引车
直接装载运输货物。作为全球最大的
自动化无人码头，洋山港四期汇聚众
多先进科技，自动化程度之高超人想
象，被称为“魔鬼码头”。

核心系统 自主研发

据了解，洋山港四期采用上港集
团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码头智能生产
管理控制系统 （TOS系统），目前已
覆盖自动化码头全部业务环节，衔接
上海港的各大数据信息平台，通过设
备调度模块与协同过程控制系统，高
效组织码头现场生产。

从一台桥吊需配几十个工人服
务，到一个工人就能服务几台桥吊，
巨变背后是强大科技创新支撑。未
来，工人们还有望实现远程操控，无
须到码头，只在市区控制室就可以操
作。

从港口装卸用“机械抓斗”替代
工人肩挑手提，到智能码头实现自动
化操作，近年来，码头作业这个曾经
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逐渐转向科技
密集型。自动化码头可实现 24 小时
作业，通过远程操控、自动操控，不
仅码头效率比过去有质的提升，还能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0％以上。

洋山智能港 全球最大！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王 萌

洋山智能港洋山智能港 全球最大全球最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平凡贾平凡 王王 萌萌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
石畅） 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成立两
周年系列活动今天在京举行。本次
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大讲堂、合
作发展大会、杰出贡献奖颁授及十
余项务实合作签约等。

在合作发展大会上，与会中外嘉
宾围绕“商协会组织发展与‘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等议题，探讨了商协会
组织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项目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目前，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已
由成立之初的 36 个国家级商协会
会员发展到 75 个国家的 91 个国家
级商协会成员。此次活动上，立陶
宛工商会联合会、波兰国家商会、
索马里工商会、俄罗斯远东工商
会、保加利亚工商会加入总商会，
成为其团体会员。

多国商协会研讨“一带一路”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
叶紫）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8
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今
天在北京等直辖市、各省会城市及
个别较大城市举行。公共科目包括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

据国家公务员局日前发布的消
息，今年共有165.97万考生通过了用
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

数与计划录用人数之比为 58∶1。
共有 120 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和参照 《公务员法》 管理的单位
参加招考，计划招录2.8万余人。

根据 《招考简章》 中规定的面
试人选的比例，按照笔试成绩从高
到低的顺序，将确定参加面试和专
业能力测试的人选名单，并在国家
公务员局考录专题网站上公布。

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笔试开考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10 日电
（记者许晓青、丁汀） 以“新时代的
中国”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
论坛10日在上海开幕。来自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80 多名中国学及汉
学专家与会。

本届论坛是中共十九大闭幕后
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
讨活动，全球中国学及汉学专家等
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中宣部副部

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
英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宣部副部
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
作题为 《读懂新时代的中国 共建
更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世界中国学论坛创办于 2004
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
院、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
合承办。

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幕

自今年6月，浙江省义乌市在国
内首创“洋街长”治街模式以来，

“洋街长”们已经解决了 100 多个占
道经营、乱贴广告等各类问题，成效
初显。

义乌是一座国际商贸城市，吸引
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名境
外客商常驻，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外商
超过 40 万人次。为增进与外商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及时解决各种棘手的
涉外问题，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首创“洋街长”治街模式，让外国友
人参与城市管理。

图为一名外商向“洋街长”竖起
了大拇指。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洋街长洋街长””
治街有方治街有方

图为12月10日，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开港试生产，港区内车流不息，作业繁忙，却不见一人。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可可西里盐湖面积达最大值

12月10日11时许，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
试运行。这个建设耗时3年、拥有7个大型深水泊位的“超级
工程”，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集装箱码头。

作为2017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洋山港四期的开港将
助推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为上海港连
续7年雄踞全球集装箱第一大港提供坚定支撑，也为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12 月 9 日 ， 首 届
“唱响埃及”华语歌曲
大奖赛决赛在首都开罗
举行。17 名来自埃及
社会各界的歌手献上一
首首精彩歌曲，在埃及
音乐殿堂开罗歌剧院上
演了一场“中国歌会”。

图为参赛选手演唱
歌曲《爱笑的眼睛》。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埃及上演“中国歌会”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

肖伟光） 中国首部 《中国传统村落
蓝皮书》 新书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
行。

发布会由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
化智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
中心、太和智库联合主办。

作为首部关于传统村落及其文
化遗存与保护的蓝皮书，《中国传统
村落蓝皮书》 的出版对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着
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