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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6月 17日电（记者
肖亚卓、王浩明）2017年金砖国家运
动会于17日晚在广州开幕，国家主
席习近平致贺信，对运动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运动会的各
国嘉宾、运动员、教练员们致以诚挚
的欢迎。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体育事业

发展各具特色。本届运动会将为提
高运动员竞技水平、普及传统体育项
目、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人民友
谊发挥积极作用。希望运动员们发
扬风格、赛出水平、创造佳绩。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开
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
宣布运动会开幕。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将于17
至21日举行，共有来自巴西、俄罗斯、
印度、南非和中国的近300名运动员
参赛。赛事共设篮球、排球和武术三
个大项，10个小项。中国派出了32
名运动员在内的53人代表团参加所
有项目的比赛。

除体育比赛之外，组委会还为

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交流活动，目的是让大家
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增进友谊，加
深了解。

金砖国家体育发展各有所长，
各自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文
化。当天的开幕式上，进行了极具
金砖国家传统特色的表演，包括中

国的舞龙舞狮和武术，以及印度代
表团带来的瑜伽，充分展现了金砖
国家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男篮国
手韩德君作为旗手引领中国代表团
入场。

开幕式当日进行了两场女排比
赛，其中俄罗斯队3：0击败南非队，
中国队直落三局战胜印度队。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在广州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从唤醒、出库，到发
车、行驶，再到回库运行，
均由控制中心控制实现
全自动运行；列车上没有
驾驶室，全程实现无人驾
驶；列车内部情况在控制
中心一目了然，可以实现
车内外实时对话……记
者日前探访正在全线动
车调试的地铁燕房线。
这条位于北京西南部的
地铁线路将于年底开通，
这是中国内地首条完全
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
线路，其经验和成果还将
为北京未来多条全自动
运行的地铁线路发挥示
范作用。

经过十几分钟的自动唤醒，燕房
线列车徐徐驶出车库，开始了全程全
自动之旅。此后，列车依次完成了站
间行驶、到站精准停车、自动开闭车
门、自动发车离站、自动折返，完成运
营后自动清客、自动回库、自动休眠
等步骤。

北京房山区阎村的燕房线停车
列检库，停放着即将投入运行的16辆

列车。记者登上了正在调试的列车，
感受无人驾驶列车的新奇与神秘。

与现有的地铁列车不同，燕房线
列车没有驾驶室，只有一个特殊情况
才使用的操作台。操作台与车厢间
也没有封闭隔离，站在操作台前的乘
客，可将车前的景色一览无余。

“全过程都不需要司机和乘务人
员介入，列车在车库洗车也是自动完

成的。”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第一项目中心副总经理王道
敏介绍，“所有的指令都由控制中心
发出，以前是对司机下命令，现在是
对设备下命令。工作人员也不需要
频繁发出指令，列车按照制定好的运
行计划运行即可。”

“在燕房线运行初期，车上设有
一个安全值班员。以后安全员可能

也不需要了，车上只有乘客。”王道敏
说。

据介绍，燕房线全长14.4公里，
沿途共设有9座车站。初期最高运
行时速可达80公里，共4辆编组，最
大载客量为1262人。燕房线开通后
将方便房山西部地区和燕山地区市
民出行，对于带动北京南城燕山地区
和房山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

“全自动运行是城市轨道交通列
车运行自动化水平的最高等级，在国
外已有应用。起初我国在这一领域
除了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外，在
应用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交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团队
与相关单位科研团队紧密配合，攻坚
克难，为燕房线技术突破作出重要贡
献，“这是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自动驾驶系统。”

“所有环节都实现了全自主化！”与

记者一同体验燕房线的北京市轨道交
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树奎难
掩兴奋之情，“目前，北京机场线、上海
10号线虽采用全自动运行技术建设，
但都是由国外公司提供技术方案。技
术受制于人，付出的成本也更高昂。”

从核心技术研发到装备研制，再
到车辆研发生产，燕房线的建设由多
家单位共同参与，逐渐培育起全自动
运行地铁产业。北京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北

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
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共同促成了自主化全自动技
术在内地的第一次应用。

“作为国内专门从事轨道交通控
制与安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验室负
责全自动运行系统相关的控制策略、
车地通信、系统设计方法等研究工

作。”北京交大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唐涛说，全自动
运行并非“无人驾驶”那么简单，而是
要实现列车运行全过程、全场景的自
动控制。它是一个庞大、精准的运行
体系，配置了自主研发的以行车控制
为核心的综合自动化系统，高可靠、
高可用的车载控制器，完备列车检
测、诊断及大容量专用车地通信系
统，使控制中心实时掌控所有列车的
运行状况，及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提到“无人驾驶”，有些人总觉得心
里不踏实。对此，唐涛表示，相比于目
前广泛应用的人工驾驶系统，全自动运
行降低了人为失误带来的安全风险。

“传统列车的‘有人驾驶’很大程
度依赖于驾驶员的个人反应和经验，
驾驶员操作迟缓、动作失误会影响运
行效率，甚至引发安全事故。而全自
动运行地铁在运行中会根据即时发
生的情况，第一时间由计算机程序自
动反应并作出‘最优决策’，并由专用

高可靠计算机负责全过程防护列车，
防止超速、撞车等。”唐涛说，“实际
上，‘无人驾驶’更精细更安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公司燕房
线调试项目部总工程师孙庆斌说，目
前的调试任务，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燕房线的技术设计有充分的安全冗
余，能在出现问题时确保安全运行。
另外，全自动运行系统能控制列车在
各运行阶段平缓过渡，最大限度保证
乘客舒适的乘坐体验。

在燕房线列车运行的唤醒阶段，记
者看到，列车要进行31项自检，包括上
电自检、静态测试、动态测试等。“这就
相当于列车发车前的体检，体检合格
后，列车才能出库载客。”王道敏说。

在燕房线的控制中心，不同区域的
工位负责不同方面的调度工作。与传
统线路相比，除了总调度、行车调度、电
力调度和环境调度，燕房线新增了车
辆调度、乘客调度和维修调度等。全自
动运行系统将弱化车站功能，加强中心

的控制功能，实现列车全自动运行的全
面监控。控制中心可实现车辆远程控
制、状态监控及乘客服务等功能。

记者在控制中心看到，现场大屏幕
上实时显示列车车厢内的情况。“全自
动运行系统增强了列车的视频监控和
紧急对讲功能，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
王道敏说，“如果发生意外等特殊情况，
车内外可以立即进行沟通联络。”
记者孔祥鑫 幸培瑜 李江涛 齐中熙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在东海之畔，中国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华
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站5号
机组吸引着全球目光。

开工建设两年多来，这座代表中国制造业先
进水平的机组已按期完成多个节点工程，“华龙一
号”将由此走向世界。

大国重器

随着汽笛声响，重约340吨的钢质穹顶经过
3个多小时的调度，精准落在45米高的福清核电
站5号机组堆顶上。

2017年5月25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
工程成功正式完成穹顶吊装。这一工程节点的完
成，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比一级
计划节点进度提早了14天。

中核集团副总经理俞培根表示，作为首堆示
范工程，目前在建的“华龙一号”机组各关键工程
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实现。

177组燃料组件堆芯、“能动＋非能动”安全
系统设计、钢衬里应用模块化施工、“互联网＋”异
地综合协同设计平台……在建的“华龙一号”浓缩
了核电领域多项技术创新结晶，装备国产化率可
达85％以上，充分体现了大国工业实力。

据统计，“华龙一号”机组设备共计6万多台
套，生产、设备、组装涉及全国共5300多家企业，
近20万人先后参与了项目研制和建设。

“如果考虑到核燃料运营、维修、退役等全产
业链的贡献，以60年来计算，单台核电机组全寿
期可以直接带动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产值。”俞
培根说。

目前，中国自主核电技术正加快实现型谱化，
为不同国家的核电建设需求提供支持。俞培根介
绍，仅中核集团出口的海外核电机组便已增至8
座，与阿根廷、英国、埃及、巴西等近20个国家达
成了合作意向。

中核集团董事长王寿君表示，“华龙一号”项
目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标准体系建
设，还将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龙一号”
的信心，加速推进沿线国家和企业与中国的技术
与产能合作。

快慢之间

“慢的就是快的。”——核电人都秉持着这样
一个理念：不论工期多么紧张，工程质量和安全永
远最重要。

在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项目控制处处长肖
波办公室内，一米多长的项目进度表正铺在桌上，
十几条项目路线、上百个进度节点标志着每一个
关键工程时间安排。

“一方面要争取按期完成，另一方面又容不得
任何差错。”工程穹顶吊装提前完成，让这位工作
近20年的“核电老兵”高兴了一阵，但62个月的
紧张工期又让他不敢放松。

“难点在于没有足够的参照经验，许多新型设
备都是首次应用，每个系统都需要反复调试确认，
生怕出现一点偏差。”肖波说，仅福清2座“华龙一
号”机组需要安装的大小设备就数以万计，“如果
脑子没有一张清晰的图表，根本干不了这个活。”

工程安全至关重要，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反复
推敲。工程细节错综庞杂，每一支团队都需要严
格按照流程作业。

公司工程处处长杨铭说，为建好“华龙一号”
首堆工程，项目业主和各家工程单位构建了严格
的联席会议制度，将建设期间遇到的问题按照优
先级分为“TOP10”排列，最重要的事项直接由集
团总经理协调处理。

“一种水泥的试验检测流程就长达9个月，一
个土建项目每年可能面对数月的台风、高温挑
战。”杨铭说，“没有严格的管理体制和过硬的技术
团队，就不会有‘华龙一号’的按期完工。”

英雄情怀

“一座核电站的建设工期一般需要6到8年，
一名工程师20多岁毕业，一辈子能参与的核电工
程也屈指可数。”中国核电工程公司福清核电项目
部总经理助理、施工部经理赵宝贵说，能参与我国
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全球首堆工程建设，是核
电人值得铭记一辈子的经历。

他介绍，如今福清“华龙一号”工程设备安装
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每天有超过5000名工程人员
在现场施工。

“华龙团队的成员都是从各个项目挑选出来
的，每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大家憋着一股气，就是
要把这个‘高地’拿下。”安装工程的负责人，工程
师倪国成说。

“记得去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华龙一号’的
合作协议，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马上打
电话来跟我说。”来自陕西西安，工程师许炎最
高兴的是，如今连母亲也知道了自己在做着“重
要的工作”。

“许多核电人常年背井离乡，为了工程事业付
出了非同常人的努力。”赵宝贵表示，“人们因为

‘华龙一号’了解核电，因为核电更加关注国家的
科技建设，这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值得。”

“红一层，绿一层，飞轩结弧布苍穹，华龙初长
成；风一程，雨一程，十年浮海一身轻，唯有心如
故。”去年深冬，赵宝贵在工程现场即兴抒怀。

记者 黄鹏飞
（新华社福州6月17日电）

砥砺奋进的5年

重大工程巡礼

“华龙”闪耀世界
——中国自主研发三代核电
技术在崛起

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无人驾驶”背后
是“高能人群”

中国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线路进行调试

厉害了！地铁燕房线全程无人驾驶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记者今
天从有关司法机关获悉，北京盘古氏投
资有限公司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系列案
又有两起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其中，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
于6月16日决定，对盘古氏公司有关人
员等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
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日，河南省开封市人
民检察院决定对郭文贵为实际控制人
的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及职员涉嫌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依法提起公诉。

据介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
院指控，2008年，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赵云
安（另案处理）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赵妻请托郭文贵帮助协调
关系释放赵云安。赵取保候审后，为
兑现事成后借给郭1亿元人民币的承
诺，与郭商定将自己控制的北京和达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华泰第一大股
东）股权转让给郭文贵（双方口头约定股

权转让款为3亿元，郭至今未支付），以使
郭文贵能实际控制天津华泰。2008年7
月，郭文贵在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进行
研究并形成决议情况下，指使被告人曲
龙（原天津华泰公司董事、中垠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人通过签署合
作协议名义将天津华泰资金人民币4亿
余元转出，供郭文贵为实际控制人的政
泉置业有限公司和盘古氏公司以及郭文
贵个人使用。2012年，郭文贵为非法占
有该4亿余元资金，又指使高嵩（原北京
盘古氏公司副总经理）、马楠（原北京盘
古氏公司法务部总监）、程秀华（原北京
盘古氏公司法务部经理）等人伪造一系

列虚假协议和备忘录，并提起虚假民事
诉讼，将4亿余元债务转至没有任何还
款能力的郑州浩航公司，从而达到将4
亿余元非法据为己有的目的。公诉机关
认为，被告人曲龙在郭文贵指使下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
使用，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挪用资金
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嵩、马楠、程
秀华明知郭文贵为非法使用并占有天
津华泰的资金而积极予以帮助，应当以
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

据悉，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8年，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郭文贵为解决公司资金困

难，指使时任裕达公司副总经理的马
成（另案处理），被告人张新成（原裕
达公司财务总监）、郭丽杰（原裕达公
司副总经理）、肖艳玲（原裕达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通过注册成立空壳公
司，伪造合同、虚构投资项目等方式，
先后40余次从7家银行骗取贷款和承
兑汇票共计人民币14.95亿元，上述资
金根据郭文贵授意用于归还裕达公司
债务、向北京盘古氏公司及境外转款
等。至案发，尚有 2.13 亿余元未归
还。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河南裕
达置业有限公司和上述3名被告人在
郭文贵指使下，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

贷款、票据承兑，依法应当以骗取贷
款、票据承兑罪追究刑事责任。

另据悉，日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
察院已经对盘古氏公司职员涉嫌故意销
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8月，
为避免会计账目被纪检部门审查进而
发现涉嫌贪腐线索，郭文贵指使被告人
郭文存、马成、胜瑞刚，由胜瑞刚具体实
施，将北京盘古氏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2008年开业至2013年度全部会
计账目销毁。公诉机关认为，依法应当
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
计报告罪追究上述被告人刑事责任。

辽宁河南检察机关对北京盘古氏公司
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系列案两起案件提起公诉

列车在燕房线上试跑测试（6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 燕房线列车全程都不需要司机和乘务人员介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