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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中
国创新经历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干成了多
件长期干不成的“大事”。在一些西方媒体眼
中，“世界的创新看东方，东方的创新看中国”
已成为一种新主流、新习惯。

——浩瀚太空，天宫天眼、悟空墨子齐给
力。

2016年中秋之夜，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顺利升空。中
国航天用20多年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近半个
世纪经历的路程；直径500米、全球最大单口
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报告了它观测宇宙
奥秘所捕捉到的最新成果——确认了多颗新

发现脉冲星，开启了我国天文望远镜原创发现
的新时代；2015年我国成功发射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悟空”，目前正高精度地测量暗物质存
在的间接证据，站在全球研究的最前沿探索宇
宙起源的奥秘；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于2016年8月发射，将“绝对保密”的
量子通信从理论向实用化推进了一大步。

——蓝天之上，大飞机圆国人梦想。
2017年5月，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圆满实现首飞！这是我国民用
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从此不再是

“没有翅膀的雄鹰”。如今，中国制造的世界最
大的水陆两用飞机AG600、大型运输机运20、

新一代隐形战斗机歼20，将在蓝天上组成耀
眼的中国航空编队。

——五洋之下，蛟龙探海成果丰硕。
进入全球99.8%海域、培养职业化潜航员

队伍、深入开展国际海域资源勘察……5年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先后在南海、东太平洋、
西南印度洋、西太平洋等七大海区152次成功
下潜，使我国快速进入世界“深潜俱乐部”。

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
个面向”火力全开，改革发展接续发力，中国创
新的实干姿态更加昂扬。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
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创新的交响曲正激荡出更加
强劲的中国创新好声音。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们相信，一个强
劲的中国正携着无与伦比的创新实力蓄势待
发；一个属于创新的时代正在孕育无限生机，
自信的中国期待更多创新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取消不合理收费
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建立“涉企三项收费目录
清单”……记者24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十八
大以来，我国为企业降费超过4200亿元。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3 年至
2016年，我国为企业减负超过2560亿元，其中，减
少企业经营服务性收费支出565亿元，降低企业用
能成本2000亿元以上，并于2016年将18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由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
人。

这位负责人说，今年截至8月底，多个部门又采
取多项举措减轻企业负担超过1700亿元。其中，通
过出台深化电价改革、清理规范金融领域收费，加强
收费主体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调查等，减
轻企业负担约1100亿元；通过取消西部四省区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清理规范涉及铁路货运收费等，
减轻企业负担约350亿元；各地自主采取清费措施，
减轻企业负担超过300亿元。

据新华社广州 10月 24日电 第122届广交会
二期于 23日至 27日举行。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源头创新企业携新品参
展。和国际参展商同台竞技的中国企业凭借源头创
新，一改往昔全球代工的形象，为我国“经济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增添了筹码。

从质优价廉到“不高端不发布”，“国际范儿”的
高标准和高品质，使得采购商更为理性地对待和尊
重中国制造。一批拥有自主品牌企业的实力让国际
采购商纷纷点赞。来自法国的采购商Baptiste肯
定了中国品牌的崛起：“中国的产品在欧洲很受欢
迎，功能和外观深受用户喜爱。”

借助技术和经验，为客户实现产品到报关乃至
到市场等服务的一条龙“定制化”，也成为出口企业
发展模式的源头创新之一。

徐州力博公司在稳定原有产品进出口基础上，
贴合客户需求优化改进产品，在大型机械领域“玩”
起了定制。该公司不仅可以按照客户需求生产各种
非标、异型产品，还可提供生产监管、货物运输、报关
报检等全链条服务，由此获得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的采购商询单。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4日电 天气转凉，泡温泉
的人慢慢多起来。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慎泡温泉，
也不宜长时间泡洗热水浴。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张旭艳提醒，糖尿病人不宜泡温泉。温泉温度较高，
泡温泉时血管舒张，易出汗造成脱水引起血糖变化，
出现头晕乃至晕厥；大多数患者还伴有周围神经病
变，手掌脚掌对温度敏感度较差，易因长久浸泡造成
烫伤而不自知，进而发展成糖尿病足。

张旭艳说，糖尿病患者还不宜长时间泡洗热水
浴，在血糖稳定情况下，可短时间泡温泉，但水温不
宜超过40摄氏度，每15分钟应起来休息下。泡完
后应尽快擦干身上的水，并用清水冲洗。

从太空到深海

中国这些“创新奇迹”让世人刮目相看
十八大以来

我国为企业降费
超过4200亿元

从全球代工到源头创新

中国企业在广交会上
展现新形象

专家提醒：
“糖友”慎泡温泉

建设快 耗能低 投资小 运力强

智轨列车 无轨胜有轨
生活关怀

10 月 24 日，迁徙候鸟
在菩提岛栖息。近日，大批
迁徙候鸟飞抵河北唐山湾国
际旅游岛的菩提岛，在此停
留觅食。 新华社发

鸟舞
菩提岛

河南五谷
春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张向阳

□张向阳

时值白酒行业深度调整、消费结
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豫
酒振兴”发展战略。其间，省人大常委
会有关领导率领“豫酒振兴”调研组数
次深入省内外白酒生产、销售企业进
行调研，研究制订并出台了《河南省酒
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为豫酒又好又
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豫酒振兴”创
造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使我们看
到了豫酒企业发展的美好未来。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我们决心做
到：

提高认识 勇于使命担当

“豫酒振兴”战略为豫酒企业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省里有关领
导在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指导精准，充
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豫酒产业转
型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巨大关怀，使我
们信心倍增，为之振奋。作为豫酒企
业的一员，在备受鼓舞的同时也深感
责任重大。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一难得
的发展机遇，以“豫酒振兴”为己任，发
扬善学习、勤钻研和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提品质、塑品牌，拓市场、扩销

量，做大、做强、做优五谷春酒业，和豫
酒战线上的同仁们一道，共同促进豫
酒企业加快发展。

苦练内功 提升产品品质

五谷春酒业自2014年7月改制和
被五粮液集团并购以来，认真学习传
承五粮液集团先进的经营理念、科学
的管理经验和精湛的生产技艺，进一
步增强了质量意识，提升了企业声誉
和品牌影响力。公司引进“包包曲”和
五粮液酿造工艺，结合自己传统的“老
五甑”酿造工艺，利用自然微生物发酵
自主制作“包包曲”，以优质高粱、小

麦、玉米、大米、糯米为原料，汲取清澈、
甘甜的优质淮河地下水，老窖泥池发
酵，混蒸混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粮
续米查老五甑”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
蕴含着丰厚的中原地域特色、文化特色
和工艺特色，具有“窖香浓郁、醇厚丰
满、绵柔净爽、尾净怡畅”的显著特点，
开创了中原地区绵柔五粮浓香型白酒
的先河。公司产品曾先后荣获巴黎国
际金奖、布鲁塞尔国际金奖、中国名牌
产品、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银奖、河南十
大名酒等多项殊荣。在今后的生产经
营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的
技术优势，进一步引进五粮液精湛的技
术工艺和质量理念，持续推进“质量兴
企”战略，发扬工匠精神，专心、专注、持
续做好产品提质工作，进一步增强公司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产研结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五谷春酒业地处淮河中上游，位于
淮河名酒带核心区域；五谷春企业文化
是古老淮河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是五
谷春公司的品牌灵魂。挖掘淮河名酒
发源地酿酒历史文化、传承和发扬五粮

液精湛的生产技艺、做大做强五谷春品
牌，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我们
将充分借助淮河文化和淮河名酒带地
域优势、五粮液强大的技术优势，积极
组织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形成
独具特色的五谷春品牌文化，使五谷
春的产品和品牌更具生命力、竞争力
和感召力。通过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和省级实
验室建设，加强产研合作，注重以科技
创新来推动公司的产品质量提升，进
一步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重塑豫
酒形象，做强豫酒品牌。

以食为安 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企业的生存
之根、发展之本，预防和杜绝食品安全
事故的发生更是食品生产企业义不容
辞的社会责任。五谷春酒业秉承“品质
诚实，服务诚心，企业诚信”的经营理
念，坚持走质量兴企发展道路，把质量
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经营理念贯穿公
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持续开
展了以“打造品牌、开拓创新、安全高

效、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
活动，力求为市场提供最安全的产品，
让顾客得到最大实惠。公司将持续践
行“产品在我手中，质量在我心中”“让
每瓶酒都使顾客满意”的质量信念和服
务承诺。建立完善质量追溯体系，不断
增强全员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品
质管理水平，实施从原辅材料购进到成
品生产、出库等全过程的达标控制，切
实保障食品安全。我们将持续推进质
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环境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四大体系的有效运
行，形成科学、高效的质量安全控制体
系，使之成为五谷春酒业卓越品质的根
本保证。

开拓创新 提升品牌影响力

我们决心以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为指导，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酒业转
型发展的号召，乘“豫酒振兴”之东风，
在企业所在地党委、政府和五粮液集团

公司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政策机遇、发
展机遇，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品
牌、品质、营销三大方面持续发力，全力
做强白酒产业。在产品品牌结构和定
位上，坚定不移地强化“金谷春”“乌龙”
两大品牌的主导地位；完善市场配置、
彰显企业优势、创新营销模式、夯实成
长基础、拓宽发展空间、加快企业健康
发展。

在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我们
将以五粮液集团公司“百城千县万店”
工程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厂商关系、
新型终端关系，推进五谷春酒业由传
统型向现代化营销模式转变。通过过
硬的产品质量，利用各种形式的宣传
推广和市场运作手段，进一步巩固、扩
大“金谷春”和“乌龙”两大品牌在本土
市场和全省市场的占有率，把五谷春
酒业建设成为豫酒标杆企业，将“金谷
春”和“乌龙”打造成中原地区强势品
牌，为豫酒品质提升和豫酒振兴作出
新的贡献。

（作者系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以上是其在全省白酒业品
质提升现场会上的发言内容）

提升产品品质 助推豫酒发展

10月 23日，一列约32米长的高颜值“城
市高铁”在湖南株洲市区上路运行和试乘，引
发了前来参加湖南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
暨高峰论坛的世界各国人士的关注。采用虚
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没有实体轨道；纯电驱
动节能环保，充电10分钟可跑25公里；柔性
编组，可乘坐300～500人……

智轨列车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于
今年6月初自主研发推出，融合了现代有轨电
车和公共汽车各自优势，是全球首款采用虚拟
轨道跟随控制技术的城市轨道交通创新产品。

与现代有轨电车相比，智轨列车以胶轮
取代钢轮，不需要铺设实体的轨道，而是通过
车载各类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路，将运
行信息传送至列车中央控制单元。根据后者
的指令，在保证列车实现牵引、制动、转向等正
常动作的同时，确保精准控制列车行驶在既定
虚拟轨道上。

中车株洲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冯江华
表示，虽然没有轨道，但智轨列车的安全性能
有保障：视觉系统与信号系统融合，智轨列车

有虚拟轨道进行导向，沿固定线路行驶。如果
车辆在未授权下偏离虚拟轨道，将通过封锁动
力、紧急制动等技术手段限制车辆运行。

智轨列车采用高铁柔性编组，能根据客
流变化调节运力,弥补了普通公交车载客量小
的缺陷。由于采用了多轴转向系统等设计方
式，解决了超长车身带来的转弯难题。同时，
智轨列车采用类似高铁的双车头设计，可以双
向行驶，确保其可在大多数城市道路上通行。
环保、静音是智轨列车
的又一

大亮点。据记者了解，这是因为其是纯电驱
动，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快充钛酸锂电池，
充电10分钟可满载续航25公里。

业内人士认为，从更深层意义来看，以智
轨列车为核心运载工具的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具有建设周期短、基础设施投资小、城市适应
性高、综合运力强等优势特点，为全球城市提
供了创新的、兼顾运能与投资的中运量轨道交
通系统解决方案。

除了研制出智轨列车，株洲市
也启动了我国首条智能轨

道快运系统示范线
一期工程建设，

并于23日进行了线路匹配测试和试乘，显示性
能良好，为明年投入商业运营铺平了道路。

展望未来，智轨列车的市场前景看好。
二、三线城市更需要中运量轨道交通，目前我
国已有 50个城市规划了中运量轨道交通项
目，总里程6000公里，投资近万亿元。智轨
列车发布仅4个月，已吸引70多个国内城市
以及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前来考察和交流。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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