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神州速览2017年12月22日 星期五

诸多城市中，如厕难、脏乱臭的“公厕囧境”普
遍存在。近日，北京市制定 《实施公厕革命提升服务
品质工作方案》，明确全面提升街巷胡同、城乡接合
部、农村平房区公厕革命的目标。专家表示，破解公
厕尴尬，需先解决找厕难、脏乱差、排长队、设施缺
漏等问题。

仅需步行三五分钟

在大栅栏商业区，今年新改建的公厕让人眼前一
亮。改建后的公厕外墙采用仿古砖面，与大栅栏整体
风格统一。公厕打破原有格局，采用无性别使用方
式，建成独立坑位，满足附近居民、商户及游客的使
用需求。厕所内部则是马桶、婴儿座椅、置物台一应
俱全，每个厕间都安装了扶手，方便行动不便的人群
使用。

像这样改造提升品质的公厕，今年北京计划完成
500多个。“十三五”期间，北京街头300米至500米将
设置一处公厕，市民步行3至5分钟即可找到。

城市公厕“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不光要建设
好，更要管理好。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所长潘家华表示，造成公厕脏乱臭的根本原因是管理
不到位。“很多人以为厕所建成了就大功告成，对随后
的设备维护与卫生管理工作一概不管。这就造成公厕
卫生领域很多人没事做、很多事没人做的现状。”

据了解，像大栅栏这样的公厕，要求按需提供手
纸，并有专人24小时值守保洁，做到随脏随保。还有
一些公厕使用独立水冲便器，设置无障碍设施，由保
洁员巡回保洁，确保公厕卫生管理不缺位。

冬暖夏凉无异味

分析人士认为，公厕虽小，却事关民生，体现城
市文明程度和公共服务品质。北京不仅居住人口多，
而且是典型的旅游城市，如果因公厕少、脏乱臭而受
到诟病，必然有损城市文明形象。

在人流密集的北京西客站北广场，今年已完成 9
个公厕的升级改造，并新建公厕20个，新增女厕位数
量超过六成，极大缓解了如厕排队现象。公厕内新加

装的等离子循环换气系统，能够筛除空气中的硫氨等
物质，保持空气清新。

“针对男女厕位不合理问题，可根据不同场所、不
同人群及群众特性进行实际调研，然后合理科学规划
即可。比如，在商场逛街的女性居多，女厕位可多设
置；在体育场所，男厕位则要多设置；而在居住、办
公区男女厕位各占一半。”潘家华表示。

如何解决居民区人们普遍反映的公厕异味问题？
环卫部门对公厕除臭技术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试点，
明确了适合实际的除臭系统需求。针对大部分公厕建
在居民区周边的情况，除臭系统被隐蔽安装在吊顶内
部，做到不影响市民使用体验、不占用室内空间。同
时一些公厕内安装了电采暖设备，让市民冬季如厕环
境更为舒适。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闻着不臭，是北京公厕改
造的目标。北京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新建
改建公厕将以清洁、实用、环保为宗旨，提高女厕占
比，加装排风除臭系统，实现智能控温，冬天温度不
低于12摄氏度，夏天不高于30摄氏度，将公厕建设成

设计科学、设施齐备、干净整洁的城市新公共空间。

5年改造1.9万个公厕

“十三五”规划中，北京开启第五次公厕革命，引
人注目。5年间，北京将对全市1.9万余个公厕进行改
造提升，目标是如厕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消灭三类以
下公厕，街巷胡同、城乡接合部及农村等平房区公厕
得到全面提升，拥有一批智能、节水、节能，资源循
环利用的新型公厕，除臭、无障碍等人性化功能基本
实现，餐饮行业厕所对外开放，交通、旅游、园林及
铁路系统公厕服务显著提升等。

一个城市公厕数量众多、分布均匀、结构合理，
可以大幅提高市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潘家华表
示，厕所的主要功能是如厕，保障其干净、舒适、卫
生等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需求。

目前，北京各区已将厕所革命提上日程。东城区
已将保温、除臭、节水技术应用在公厕的品质提升
上；朝阳区将作为城乡接合部公厕改造试点，进行包
括真空排导、粪便资源循环利用等改造；门头沟农村
地区将因地制宜，改造旅游景区厕所30个，改造民俗
村、新业态等旅游接待场所厕所44个。

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
市民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升、社
会文明进步。“把厕所当事业做，没有做不好的。”潘
家华表示，破解“公厕囧境”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除相关部门的努力外，还需要全民参与维护。潘
家华建议，国民素质教育至关重要，尤其需要从学校
教育开始，培养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

隆冬时节，黄土高原上寒风格外刺
骨。一列东风 7C型内燃机车停靠在甘肃省
兰州新区中川北站的铁轨上，车站上列检
员正在用术语对中欧班列进行编组操作，
站在一旁的车站负责人李裕山反复叮咛着

“细心操作、注意安全”。
“每次中欧班列车出站前，他总是在交

代一些注意事项。”列车司机曹有福和顾致
敏对李裕山的叮嘱印象深刻。随着进出站
的货物量不断增加，他们把中川北站称作

“快递集散地”，称自己为“快递员”。

从中川北站到马家坪车站的 26 公里路
程里，包括中欧班列在内的所有货运班列
编组、往返运输是李裕山和同事们每天的
工作。

“性格爽朗、嗓门大。”59 岁的李裕山
在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近 40
年，从调车员一直干到车站长，对于列车
货运流程他已“烂熟于心”。“现在主要是
带年轻人锻炼，他们到铁路上工作时间不
长。”李裕山告诉笔者。

实际上，从 2015 年兰州新区中川北站
开通国际班列开始，李裕山感到肩上的担
子越来越沉。“第一次要将列车送往国外，
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随着中欧、中
亚国际货运班列的逐渐密集运行，他明显
感觉到越来越忙了。

“最忙的时候从当天早晨 7 点一直干到
次日凌晨 6 点。”每次有中欧班列装货出
站，李裕山总是拿着手电筒和对讲机上车
反复检查，在确认列车编号无误后，他随
列车一同到马家坪车站完成交接后才能安

心返回。李裕山说，2016年5月，他和同事
们首次自己编组了一列中欧班列，当列车
顺利抵达马家坪车站时顿时很有“成就
感”。

“今年 11 月是高峰期，列车都聚在站
里。”面对每周发车两次的货运班列，李裕
山心里很清楚，“冬天列车易受损，2000多
吨的列车进站时要经过上坡，千万不能有
闪失。”为保证不出现差错，他带着列检员
在列车上顶着冬日寒风爬上爬下的检查。

来自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货
运处的数据，截至目前，由兰州新区中川
北站发运和到达的中欧、中亚国际货运班
列 82 列，其中包含进口冷藏集装箱、高碳
铬合金、电解铜以及木材等货物 14.7 万
吨，价值1.8亿美元。

8月份，兰州新区的兰石集团生产的石
油钻台设备装了上百个集装箱的班列发往
中亚。李裕山说：“这是今年本地产的机械
设备运出去最多的一次。”他感觉到，“自
家的”产品走出国门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

的事。
据了解，自 2015 年首发“兰州号”中

亚国际货运班列以来，兰州新区中川北站
相继开通运行了“兰州—汉堡—兰州”中
欧往返货运班列和国内首列“德国赫恩—
兰州新区”冷藏集装箱中欧班列，与俄罗
斯、德国等近 40 个国家开展了经贸合作，
近 20 家企业的产品销往欧洲、中西亚等国
家和地区。

（据中国新闻网）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
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互为支撑、
相互牵引，才能最终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
系，实现建设产业强国和创新强国的目标。

新时代是一个新的长征。但是我们不再
是筚路蓝缕、小米加步枪，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我们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
的创新体系、坚强而现代化的国防为支撑，
重装上阵，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目前，我们的
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
高。当前，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在全球 20位
左右，虽然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是距离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
很多实体经济领域，还处在产业中低端，以
劳动密集和拿来主义为主，多借助引入国外先
进技术、装备加上我们人力资源优势，来提升
生产制造效率和竞争力。未来，要支撑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等宏大发展
目标，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我们要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大力推动关键共享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领域创新。

以创新来推动产业强国建设，建立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
创新，又不能唯创新而创新。产学研融合，
已经是个老词汇，在迈向新时代的时候再次
提出，是当前建设产业强国、创新强国的必
然要求。信息技术驱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和
产业革命正在风起云涌，需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从新产品、新制造
到新产业、新经济，都已经不是单纯的“硬件”为王的
时代，而是信息技术带动的“软件”与“硬件”融合的
新时代，信息科技也只有与实体经济、社会需求融合才
有更强大的战斗力。

倡导创新文化。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我们要
大力倡导对科技人才、对劳模工匠人才、对企业家的尊重，
倡导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全面创新。同时，要强调
对青年人的关心和号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无论是放眼世界创新发展的历史，还是当前全
球新兴产业发展的大潮，青年人的作用和贡献都是无与
伦比的，甚至是引领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建
设同样离不开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人的接续奋斗。现
在，国家创新团队的核心骨干，大部分都在三四十岁，而
每年还有数十万研究生、博士生和数百万的大学生毕业，
他们走出校门，加入国家创新的行列里面。对于到 2035
年跻身于世界创新强国的行列，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孟祥飞，中共十九大代表。理学博士。现为国
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应用研发部部长，主要
负责“天河一号”在国家科技创新、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
业发展领域的应用。主要研究方向涉及高性能计算技术
研发，超级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平台构建与应用，
曾获得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本报记者赵鹏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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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市国
家税务局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十九大精神，
倾力开展精准扶贫，
深入扶贫点平顺县王
家庄村，了解帮扶对
象实际困难，尽最大
努力出实招、办实
事，帮助贫困户尽早
脱贫。图为长治国家
税务局工作人员慰问
贫困户。原春明摄

江苏省海安县白甸
镇通过实施清水工程，
促进了水质改善和渔业
增收。寒冬时节，海安
县白甸镇养殖的鱼类开
始捕捞，一派鱼跃人欢
的丰收景象。图为海安
县白甸镇官垛村渔民开
心地展示捕捞上来的大
鱼。

徐劲柏摄
（人民视觉）

中欧班列上的“快递哥”
闫 姣 徐 雪

北京公厕︰城市新公共空间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北京公厕︰城市新公共空间
本报记者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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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金
牛区曹家巷派出所民
警 李 泽 乔 从 警 33
年来，立足本职工
作，为群众排忧解
难，赢得社区群众
交口称赞。图为李泽
乔向辖区马鞍东路社
区群众宣讲中共十九
大精神。

陈 俐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