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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日给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
量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充分肯定
国测一大队爱国报国、勇攀高峰的感人
事迹和崇高精神，对全国测绘工作者和
广大共产党员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40年前，国

测一大队的同志同军测、登山队员一起，
勇闯生命禁区，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实现
了中国人对珠峰高度的首次精确测量。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同志们建立的功勋。

习近平指出，几十年来，国测一大队
以及全国测绘战线一代代测绘队员不畏
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
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为祖国发展、人民

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事迹感人至深。
习近平强调，忠于党、忠于人民、无

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
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
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要始终在党
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
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今年是我国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
高程测量40周年。近日，参加当年珠峰测
高任务的邵世坤等6位老队员、老党员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国测一大队的光
辉历程和年轻一代薪火相传的奋斗足迹。

国测一大队成立于1954年，主要从
事大地测量工作。61年来，国测一大队
完成了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南极重力
测量、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建设、西部
无人区测图、海岛（礁）测绘、汶川地震灾
后重建测绘等工作，曾受到国务院通令
嘉奖，被授予“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
雄测绘大队”称号。

习近平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回信勉励广大共产党员

在党爱党在党为党 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开路先锋——
填补神州大地测绘空白

锻造团队之魂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这是测绘事
业的写照。这项鲜为人知的工作，基础
却十分重要，从国家的发展规划到每一
项建设工程，都需要以测绘工作者绘制
精确的地理坐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防和
经济建设急需测绘依据，而旧中国留下
的测绘基础非常薄弱。为尽快改变这一
局面，1954年国测一大队在西安成立。

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新中国成
立初期珠峰的相关数据被外国“测量权
威”垄断，我国版图上的这一制高点也只
有使用他们的数据。国家提出“精确测
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这
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成立不久
的国测一大队肩上。

1966年、1968年、1975年，国测一大
队三次挺进珠峰地区。特别是1975年，
8名队员联合军测、登山队向珠峰顶峰发
起冲击。

“珠峰地区环境极为险恶，那时的装
备保障条件十分简陋，我们每人身负四
五十斤重的仪器，还要攀悬崖爬冰山，避
冰缝躲雪崩，十分艰苦，但没有一个人提
出后撤。”当年的队员之一、如今76岁高
龄的郁期青回忆。

在海拔6120米高度做珠峰测量大气
折光试验时，他们中有4人患了“高山厌食
症”，头痛恶心，4人8天仅吃了1斤多大米、
一点点炼乳。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郁期青现在还清晰记得，在完成
7050米珠峰天险北坳的重力测量后，自
己因长期疲劳抵抗力下降，出现肺水肿，
被紧急送往日喀则野战医院抢救40多
天。36岁的他体重由原来的70公斤降

到35公斤，牙齿几乎掉光。
队员们在生命禁区奋战80多天，最

终将测量觇标牢牢矗立于珠峰之巅。
1975年7月23日，中国向世界宣布珠峰
海拔高度为8848.13米。这个精确的“中
国高度”，迅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全世界的承认。

时隔30年后的2005年，由于地壳运
动、气候变化等导致珠峰高程发生变化，
国测一大队再次承担了测量珠峰的任
务。参与的队员换了一批年轻人，装备
设备比过去先进，但一样要面临恶劣的
环境，不可预知的危险。

队员白天忍着缺氧头痛坚持作业，
晚上蜷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帐篷里。为
了操作仪器，队员任秀波、柏华岗冒着失
去双手的危险，在零下40摄氏度的空气
中脱掉了手套，史无前例地把重力测量
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2005年
10 月 9 日，珠穆朗玛峰的新高程数据
8844.43米向世界公布。

61年来，国测一大队承担了一大批
高原、荒原、大漠地区的国家基础测绘任
务。测绘队员们常年在高寒缺氧、风云
莫测的土地上负重攀登、艰苦跋涉，他们
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一次又一次填补了
祖国大地的测绘空白。

薪火相传——
用生命、青春、热血

熔铸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国测一大队是一支能打硬仗、打胜
仗的英雄团队，他们用生命铸就了“测绘
精神”——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

队员吴昭璞于1960年在新疆南湖
戈壁作业时遭遇断水断粮，他把仅剩的
一点点水交给队友让他们撤离，自己一

个人留下来看守仪器和资料。
3天后，队友从200公里外水源地赶

回来，眼前情景惨不忍睹：牙膏吃光了，
墨水喝干了，身高1.7米的吴昭璞已干瘪
不足4尺，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进沙土，
然而，仪器被他的衣服捂得严严实实，资
料保护得整整齐齐……

吴昭璞牺牲16年后，他的儿子吴永
安又成为国测一大队的一员，而且第一
次野外作业就来到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
壁。他寻找父亲坟墓却找不到，只见很
多无名坟头。于是他拿出一壶清水，每
个坟头洒上一点，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
泪继续工作。

61年来，在野外作业时因遭遇坠江、
车祸、疾病、饥饿、冰冻、落入雪窟、遭遇
雷击等不幸，国测一大队共有46名队员
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遗骨，
大多数永远地留在了荒野测区，连块墓
碑都没法安置。

“不是我们想吃苦，想过苦行僧一样的
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
须不怕牺牲，否则无法完成任务。”国测一
大队党委书记刘键说，“没有一点吃苦精
神，没有一点拼搏精神，没有一点奉献精
神，我们就无法在测绘事业上立足。”

心存信仰，无私无畏。国测一大队
的队员，心里都装着一个信仰：忠于党和
人民、为国测绘、无私奉献。

有了这样的信仰，无论再大的艰险，
再大的牺牲，才能等闲视之；无论是荣誉
等身，还是数十载默默无闻，才能泰然处
之；无论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寂寞的戈壁
荒野，都能给身体和心灵安一个家。

尖兵铁旅——
为经济社会发展
开拓进取勇于担当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

基础测绘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测绘的
技术装备有了很大改善，但测绘工作者
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在我国西部，一直有约200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没有1∶5万地形图，这一空缺
严重制约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国家测
绘地理信息局从2006年起，用5年时间
开展了西部测图重大专项工程。

青藏高原西部的C1测区，平均海拔
高度5000米，天气诡谲多变；B12区域位
于昆仑山脚下，深入无人区域500多公
里，到处是沼泽与草地；C2区域位于川藏
交界，包括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
脱县；塔里木西部B区域深入塔克拉玛
干沙漠200多公里……这些最危险、最
困难的测绘任务自然交给了“过硬的”国
测一大队。

2007年至 2009年，国测一大队累
计投入人员90人，车辆近40台，圆满完
成了任务区的测量任务，共完成控制
点、检查点46个，531幅 5万图幅地表
覆盖图。

以水准测量组为例，根据技术要求，
他们必须扶着标尺和仪器徒步前进，以
30米为一段，每公里误差不能超过1毫
米，每天最多行进10公里，因为至今世界
上没有更省力的办法。

作为国家测绘事业的一支尖兵铁
旅，61年来，国测一大队累计完成国家各
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建造测量觇标
10万多座，累计实施各等级水准测量20
多万公里，建设等级GNSS测量点2万多
座，重力点超过2万个，提供各种测量数
据5000多万组，得出了近半个中国的大
地测量控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只步为尺测乾坤，丹心一片绘社稷。
这，就是英雄的国测一大队！

记者 杨维汉 吴晶晶 余晓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经天纬地绘蓝图
——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运用大数据加
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这是顺应大数据时
代潮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政府公
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推动简政放权和政
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政策文件。

《意见》提出四项主要目标。一是提
高政府运用大数据能力，增强政府服务
和监管的有效性；二是推动简政放权和
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
经营；三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监管效
率，降低服务和监管成本；四是实现政府
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构建全方位

的市场监管体系。
《意见》明确了五个方面重点任务。

一要提高对市场主体服务水平。加快建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提高注册登记和
行政审批效率；建立健全守信激励机制；引
导专业机构和行业组织运用大数据完善服
务；运用大数据评估政府服务绩效。二要

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构建大数据监管模
型，提高政府科学决策和风险预判能力；加
快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
动各地区、各部门信息共享；健全事前信用
承诺制度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产品
信息溯源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监管的环境和机制。三要推进政府和社会

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各级政府部门要将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在7个工作日内
上网公开；建设“信用中国”网站，归集整合
各地区、各部门掌握的应向社会公开的信
用信息，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有序推
进全社会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四要提高政
府运用大数据的能力。加强电子政务建

设，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全面推
行政府信息电子化、系统化管理，推动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服务。
五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化征信服务。推
动征信机构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引导
其提供专业化征信服务；进一步扩大信用
报告应用领域，大力培育发展信用服务业。

国办印发《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提出四项主要目标五大重点任务

新华社北京7月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鲁畅
周蕊 郭鑫 钱春弦）英国游客爱德华·埃文斯6月
24日入境北京，开始了他和家人的首次中国游。
但他没想到的是，离开中国时，成了首个享受北京
离境退税政策的外国游客。

“我很荣幸成为享受政策的第一个人。”埃文
斯说，实施离境退税政策后，外国游客肯定会增加
在政策实施地的购物预算。埃文斯在北京消费了
502元，实际退税45.18元。

从7月1日起，中国两大直辖市北京和上海
面向境外旅客实施购物离境退税政策，退税门
槛为500元人民币，退税率11％。目前，北京已
开设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86家，上海开
设27家。

根据这一政策，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同一人同一日在
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500元人
民币即可申请退税，政策还规定：退税物品尚未启
用或消费；离境日距该物品购买日不超过90天；
购买的退税物品由旅客本人携带出境。

据北京市海关副关长樊堃介绍，境外旅客对
所购物品退税时，需主动向海关申报，并提交退税
物品、离境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以及个
人的身份证明。“对旅客交验的退税物品与申请单
所列相符者，海关在申请单上予以确认、签章，交
予旅客办理退税手续。”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上海证
券交易所1日晚间通过官方微博发布，
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拟自8月1日起调低A股交易结算
相关收费标准，其中沪深交易所收取的

交易费率降低30％。
其中，沪、深证券交易所收取的

A 股 交 易 经 手 费 由 按 成 交 金 额
0.0696‰双边收取调整为按成交金
额 0.0487‰ 双 边 收 取 ，降 幅 为

30％。在 0.0487‰中，0.00974‰转
交投资者保护基金，0.03896‰为交
易所收费。

另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
取的A股交易过户费由目前沪市按

照成交面值 0.3‰双向收取、深市按
照成交金额0.0255‰双向收取，一律
调整为按照成交金额 0.02‰双向收
取。按照近两年市场数据测算，降幅
约为33％。

新华社北京7月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栾翔）
智利驻华使馆1日宣布，从7月1日起，凡持有有
效期在六个月以上的美国或加拿大签证（过境签
证除外）的中国公民，均可免签访问智利，进行旅
游或商务活动。中国公民成为首个获得智利按国
籍授予单方面签证优惠的对象。

同时，中国和智利间签署的旅游及商务签证
互免签证费协议本日起正式生效。

根据新规，持有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美加签
证（过境签证除外）的中国旅游及商务人士可免签
证赴智利并进行90天以内的逗留，并可在当地向
相关部门申请，将逗留时长延期90天。

中国游客本月起
持美加签证游智利免签

7月1日，一名行人在南京东路一家退税商店
的展示橱窗前驻足。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京沪正式实施
离境退税政策
退税门槛500元，退税率11%

有这样一支队伍，61
年来坚持用双脚丈量祖
国的大地、用科学仪器测
绘壮美山河。他们32次
深入西藏无人区，28次进
驻内蒙古荒原，37次踏入
新疆腹地，徒步行程570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400多圈。

这支队伍，几代人薪
火相传，甘当拓荒牛，先
后六测珠峰、两下南极，
承担并参与完成了 2000
重力网、西部无人区测
图、海岛礁测绘、汶川灾
后重建测绘……他们，用
热血和生命量天测地。

这支队伍，就是曾被
国务院授予“功绩卓著、
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
队”荣誉称号的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
量队。

今年是 1975 年我国
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
高程测量40周年。近日，
参加过我国首次自主珠峰
测高的国测一大队6位老
队员、老党员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了一封信，表示将
牢记党员使命，保持勇攀
高峰的精神，继续为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贡献余热。

是什么让这些科技
工作者甘愿坚守在最平
凡的岗位，用生命全部的
能量丈量祖国山河，为国
家建设甘当铺路石？让
我们走近这支英雄的测
绘大队。

8月1日起

A股交易经手费降30％过户费降33％

据新华社福州7月1日电（记者郑良）公安
部1日在福州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电子台胞证
试点启用工作。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表
示，7月6日起，福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和
经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委托的港澳地区办证服务
单位开始受理2015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简称电子台胞证）的申请，同时停止受理现行本
式台胞证申请。

根据修订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电子台胞证取消了签注区，同时
对登记项目和可视信息进行了精简和优化。

电子台胞证内嵌安全智能芯片，可以由出入
境管理信息系统自动查验对比，并采用数字安全
防伪技术等多项安全防伪措施，防伪性能明显提
升。证件打印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机读码，电子台
胞证继续沿用“一人一号，终身不变”的编制规则，
使用8位个人终身号，曾经申领过5年有效台胞
证的台湾居民换领电子台胞证后证件号码不变，
电子台胞证收费标准不变。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郑百岗说，电子台
胞证启用后，仍在有效期限内的现行本式通行证
可以继续使用（无须办理签注），持证人也可以向
试点单位申请换发电子台胞证。

公安部：

7月6日起试点签发
2015版电子台胞证

7月1日，呼和浩特边检站工作人员在呼和
浩特白塔机场查验台胞证件。自7月1日起，台
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 新华社记者 邵琨 摄

据新华社上海7月2日电 上海证券
交易所1日晚间宣布，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对现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
易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予以发布并实施。

根据新《细则》，融资融券交易出现异
常或市场持续大幅波动时，上交所可视情
况采取以下措施并向市场公布：调整标的
证券标准或范围；调整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的折算率；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调
整维持担保比例；暂停特定标的证券的融
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暂停整个市场的
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等。

第十二条规定，融券卖出的申报价
格不得低于该证券的最新成交价，当天
未产生成交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其前
收盘价，否则为无效申报；融券期间，投
资者通过其证券账户持有与融券卖出标
的相同证券的，卖出价格应遵守前款规
定，但超出融券数量的部分除外；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等，其融券卖出不受前
两款限制。第十二条第三款暂不实施，
具体实施时间由上交所另行通知。

上交所修订
融资融券交易细则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国证
监会1日晚间发布修订后的《证券公司
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并自公布之
日起实施。明确已开信用账户但证券
类资产低于50万元的客户可以继续从
事融资融券交易，取消投资者维持担保
比例低于130％应追加担保物的规定，
并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
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

《管理办法》明确，证监会建立健全
融资融券业务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对融
资融券业务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同时
要求证券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对
各项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动态调整和差

异化控制。
《管理办法》规定，合理确定融资融

券业务规模，要求业务规模不得超过证
券公司净资本的4倍。对于不符合规
定的证券公司，可维持现有业务规模，
但不得再新增融资融券合约。截至5
月底，全行业净资本0.97万亿元，据此
测算，全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规模还有增

长空间。
《管理办法》允许融资融券合约展

期。在维持现有融资融券合约期限最
长不超过六个月的基础上，新增规定，
允许证券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等因
素与客户自主商定展期次数。

为了优化融资融券客户担保物违
约处置标准和方式，《管理办法》规定，

取消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
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追加担保物且追
保后维持担保比例应不低于150％的
规定，允许证券公司与客户自行商定补
充担保物的期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同
时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
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增加风险控制
灵活性和弹性。

证监会发布融资融券新规
明确已开信用账户但证券类资产低于50万元的客户可以继续从事融资融券交易，

取消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应追加担保物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