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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的大漠黄沙曾掩埋了无数西
域古道，而如今一条大漠天路正顽强
地与黄沙“搏斗”，在乌兰布和、腾格
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中穿行，成为世
界上最长的穿越沙漠高速公路，这就
是北京至乌鲁木齐的京新高速公路。
京新高速全长2540公里，建成后北京
到新疆的行车里程将缩短1300公里，
大漠变通途，通疆达海的梦想即将实
现。

通疆达海的梦想

一百年前，孙中山曾提出建设“东
起北平、经阿拉善，西至迪化（今乌鲁
木齐）的第二条进疆大通道”的规划，
这一梦想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即将变
为现实。预计至2019年底，国家高速
公路网规划的第六条首都放射线京新
高速将全线贯通。京新高速中穿越沙
漠里程最长的部分——全长930公里
的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段，即将于7
月中旬先行建成通车。

按照“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孟中印
缅、中巴经济走廊综合交通通道”构
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段通道，由北
通道、中通道和南通道3条国家高速
公路和国家干线铁路并行组成。其
中，北通道就是由京新高速公路和北
京到乌鲁木齐的铁路共同组成。

“这条公路通车后，将构筑起我国
北部进入新疆最快、最便捷的大通道，
开辟一条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津港
的北部沿边最快捷出海通道，打造一
座天津港至荷兰鹿特丹港最快捷的亚
欧大陆桥。”京新高速（阿拉善盟段）建
管办主任杜子义说，“这对于加快内蒙
古融入‘一带一路’和向北开放战略实
施，拉动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同样意
义重大。”

京新高速临白段采取大标段施工
总承包管理模式。工程分为3个标
段，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分标段总包。

为了实现通疆达海的梦想，施工
人员在无水、无电、无人烟、无信号的
艰难环境中，修筑着穿沙天路，成为继
青藏铁路之后又一具有典型艰苦地域
特点的代表性工程。

沙漠中的“绿色”天路

“沙子有腿，跑起来比人快。”穿越
沙漠的京新高速临白段，需要克服的
第一大困难就是流沙的侵蚀。

在巴丹吉林沙漠，沙土年平均移
动18米，很容易覆盖公路。施工人员
通过设置固沙方格，阻止流沙侵蚀公
路。2米长，20公分宽的黑色沙土袋
交叉叠放在路基两侧，形成1平方米
的小方格，小方格连成一片组成防风
沙带。

这些沙土袋的设计充满玄机，边

缘长满了“穗子”。据中铁京新高速第
一项目部总工程师王大伟介绍，这些
沙土袋边缘有3公分的沙穗，对风起
到扰动的作用，能减小风速，风进入方
格中在小范围内产生漩涡，对土的固
定效果比较明显。

“沙土袋采用耐寒耐旱的材质，至
少可以保持20年。根据风向，不同路
段、不同方向铺设的沙土袋数量和防风
沙带的宽度都有精确的计算，比如在上
风向位置，防风沙带距离比较宽，最宽
有400米。工程队还在防风沙带外围
设置了沙障和阻沙地。”王大伟说。

戈壁生态环境脆弱，临白段工程
管理部一直将绿色环保工程作为目
标。工程队在固沙方格内种上了花
棒、红柳、白腊等沙漠植物，道路两旁
形成植被群，有效治理了路基的扬沙
问题。对取（弃）土场、废弃的施工便

道进行复垦，撒种适应当地气候的草
籽培植植被，既达到取土的目的，又增
加了牧场。为保护野生动物迁徙，临
白段建设过道桥涵450多座、环保隔
离栅300多公里。

京新高速的建设会占用牧民的草
场，为了妥善解决施工占地问题，施工
方除了给征地牧民合理的补偿款外，
还为当地牧民解决就业问题。魏文斌
是阿拉善盟乌西日格嘎查牧民，家中
有数百亩草场被施工项目征用，施工
方为他免费搭建了小卖部和饭馆，帮
助祖祖辈辈放牧为生的魏文斌成功转
型。“公路修到家门口，还帮我们找新
营生，我们当地牧民得到很多实惠。”

以路为家的坚守之途

“天空无飞鸟，地面不长草。十里

一个人，风吹石头跑。夏天如锅炉，冬
季赛冰窖。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中铁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管理部
总经理孙玉国创作的一首小诗反映出
建设环境的恶劣。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每年8
级以上大风、沙尘暴、扬沙天气82－
142天，夏季地表温度接近60摄氏
度。“我们刚来的时候，无水无电，通讯
信号只有山头上有一点点，大家就晚
上排队到那里打电话。”中交京新高速
临白段三标项目负责人孙永明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倒施工人员，
京新高速穿沙筑地，荒漠造绿，依靠的
是无数施工人员将这里当做第二个
家。

对于中建第二项目部生产经理季
文勇来说，最熟悉的美味莫过于“黄沙
盖浇饭”。“我们在沙漠中勘察，眼看大
风卷着沙尘袭来，赶快蹲下把测量仪
抱在怀里，刚测量好的标记点转眼就
被黄沙覆盖。出外勘察一走就是一
天，饿了就吃拌着细沙的干粮。”常吃

“黄沙盖浇饭”，施工人员也有了经验，
“嘴里的沙子吐不干净，喝口水咽下去
就行了。”

在中建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管理
部工作的杨鹏，进入工地时孩子还不
到十个月大。她带着吸奶器和冰奶用
的微型冰箱来到阿拉善，每天挤出奶
水冰冻起来，托人带回北京哺育襁褓
中的孩子。

“女儿出生他不在，女儿满月他不
在，女儿一岁生日时他还是不在。”中
铁京新高速第五项目部经理谢秉军的
妻子胡琴说，在孩子心里，爸爸有两个
家，一个是自己和妈妈盼望他回来的
家，一个就是工地。

“对家人，我感觉很愧疚，可是我
们这些筑路者非常自豪。”谢秉军说，

“将来孩子长大了，可以很自豪地对别
人说，京新高速公路是我爸爸他们建
成的。”

记者魏婧宇 达日罕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8日电）

砥砺奋进的5年

重大工程巡礼
大漠变通途

——世界上最长的穿越沙漠高速公路建设纪实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出炉

中国排名升至22位
成为唯一进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王宾 姜辰
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等机构日前
联合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际排
名从2016年的25位升至22位，成为唯一进入前
25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专家表示，这一成绩
得益于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显示出中
国“令人惊艳的创新表现”。

据了解，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通过81项指
标，对全球127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可衡量成
果进行评估。指标体系的81项指标分为制度、人
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
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7大类。

“在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全球经济中，创新是
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助力人类
创造活动和经济产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弗朗西斯·高锐表示，“创新有助于将当前的经济
上行趋势转化为长期的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是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
新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成功跻身
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在7大类指标中，中国在
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知识与技术产
出、创意产出等五大类均有所提升。

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自2007年起每年发
布，现已成为首要的基准工具，为全球范围内的企
业高管、政策制定者等所使用。

中国中铁京新高速公路总包部第七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在额济纳旗段检查护栏（5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6月18日，阜城县纪检监察干部在三里铺村
向村民讲解身边的“微腐败”案例。

为推进“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专项
治理工作开展，河北省阜城县纪委督促各级党委
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采取张贴二维码举报
牌、开展宣讲、走访群众等形式，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监督，拓展监督渠道和载体。 新华社发

河北阜城：

防治“微腐败”宣传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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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村房前屋后种花梨
村民买轿车盖楼房

开车行驶至俄贤岭山脚下，我们来
到了号称“东方花梨第一村”的东河镇
南浪村。行走在村道两边，一棵棵正呼
吸着山区清新空气的花梨树，迎风摆动
着绿叶。在南浪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种花梨，远处的田埂和坡地上，也都是
花梨树。

“我们村是东方最早种植花梨的村
庄，村民对花梨树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南浪村党支部书记张永伟介绍，南浪村
背靠俄贤岭，许多年前，村民就从山上移
植花梨幼苗到村里种植。2008年以后，
在政府的号召下，村民家家户户成片种
植花梨树，全村760人，种了有30多万棵
花梨树，人均有500多棵。

村民种的花梨树有大有小，已有不
少村民通过卖花梨开上了小轿车，盖起
了新楼房。据不完全统计，南浪村目前
至少有38辆小轿车，是靠卖花梨赚了钱
购买的，包括他自己的小轿车。如今，除
了卖大的花梨树，建设花梨苗圃，培育花
梨苗出售也是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

正是因为种植花梨树有着可观的
经济效益，在东方市东部的东河、大
田、天安等乡镇，“花梨种几行，家家
有银行”，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经验。

大田镇的马龙村，也是东方市有名
的花梨村，全村现种植花梨树12万多
株。马龙村原址位于东河镇山区，
1992 年，为满足大广坝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需要，整村搬迁至现址。“当时搬
家的时候，许多村民把家具都扔在老
村那边了，却坚持在交通不便运输困
难的情况下，把成材的花梨树移植到
这里，为我们建设花梨村打下了基
础。”说起村里种植花梨的历史，村民
吉理记忆清晰。

在建设新村的过程中，马龙村把花
梨树作为绿化树成排成行种植，不仅为
村民带来了持续的经济效益，也扮靓了
村容村貌。2016 年，马龙村获评海南

省美丽乡村。目前，该村正在开发民
宿，借力花梨村的影响力，发展乡村休
闲旅游。

全市种植黄花梨1200万株
产业进一步壮大做强

据了解，2010年到2014年，东方市
林业、民宗委等部门共发放花梨苗木800
多万株，种植面积近5万亩，陆续建成5
个黄花梨种植示范乡镇，20个黄花梨种
植示范村。2012年，东方市将黄花梨确
定为市树。

2016年，东方市启动“品牌农业创建
年”活动，投入1000万元实施品牌农业

战略，重点打造东方黄花梨、火龙果、乳
猪、香薯、菊花、甜玉米、凤梨、绿萝、黑山
羊、铁甲鱼干等“十大农业知名品牌”。
黄花梨作为该市“十大农业知名品牌”之
首，经过一系列推广展销活动的带动，知
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今年 3 月 29 日，以“花梨情·东方
美”为主题的黄花梨工艺品展在东方市
山海湾举行，共设展馆15个，展出工艺
品达10万件，现场交易400多万元，成
为搅热海南工艺品收藏界的一件大事。
展览期间，东方市黄花梨文化研究会举
办的黄花梨工艺品“一元起”慈善拍卖
会，公开拍卖了30件产自东方本地的黄
花梨工艺品，拍卖所得的10%，捐赠给
了东方市慈善总会。

“目前东方已种植花梨1200万株，
约9万多亩，虽然花梨种植生长周期长，
需要数十年才能成材，但从长期来看，经
济效益十分稳定。”东方市林业局副局长
符昌远介绍，2014年以来，每年的植树
节，东方市林业局都以义务植树树苗的
形式，向全市各乡镇免费发放花梨苗，引
导村民栽种，进一步扩大了东方黄花梨
的种植面积，助推东方黄花梨产业进一
步壮大做强。

“黄花梨+旅游”
让游客体验花梨文化魅力

在产业规模壮大的同时，深挖黄花

梨文化内涵，发展黄花梨文化体验旅游，
也是东方市委、市政府正在加紧推进的
一项工作。

走进位于国道225线一侧的国家珍
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自然瑰宝园），园
内成排成行的黄花梨及其他珍贵树种，
令人目不暇接。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
园区，60%种植的是东方本地黄花梨，花
梨数量达100多万株。

“我们这里有325个国家珍贵树种，
其中稀有濒危珍贵树种59个，花梨苗到
30多年树龄的黄花梨都有。”园区负责人
东方大周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江
介绍，该园区种植的树木不仅有很高的
经济价值，而且对于保护生态多样性，也
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
经将这里定为科普教育基地，每年都有
北京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等高校的
师生前来参观学习。

此外，东方市已着手在这里打造
东方市黄花梨文化公园，园区内正在
加紧建设东方黄花梨博物馆、沉香品
味园、医神“保生大帝”庙、人工湖水上
垂钓中心、名贵水果采摘园、石斛兰花
基地、斋菜馆、亲子捡蛋园、旅游公厕、
凉亭、栈道等旅游设施。预计今年底
或明年初，该园区就可以正式向游客
开放。

“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黄花梨文化
体验旅游，让更多人走进东方，近距
离了解感知黄花梨文化魅力，提升东
方黄花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力。”周江说，花梨种植和花梨旅游两
者是相互促进的，提升东方黄花梨的
品牌知名度，有利于进一步打开黄花
梨的市场，做大黄花梨产业这块“蛋
糕”。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条，力争
在黄花梨种植、加工、展览、收藏和交易
等方面，形成更多产业亮点，打造花梨之
乡的金字招牌，让黄花梨产业成为真正
的富民产业。”东方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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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打造海南黄花梨之乡
金字招牌“绿色银行”富百姓

世界花梨看中国，中国花
梨在海南，海南花梨数东方。
黄花梨素有“木中黄金”之美
誉，东方黄花梨因材质上乘，结
构细而均、材质密而硬、纹理清
晰柔和、抗腐耐久性强，被广大
收藏者视为珍品。

近年来，东方市把“感恩福
地•花梨之乡”作为城市的文化
定位来打造，发动村民家家户
户门前屋后种植花梨树，让花
梨之乡的名片愈发闪闪发亮。
2016年东方市启动“品牌农业
创建年”活动，黄花梨作为该市
重点打造的“十大农业知名品
牌”之一，通过扩大花梨种植面
积、建设花梨苗圃基地、举办黄
花梨文化节等多种方式，进一
步提升了东方黄花梨在省内外
的知名度，成片种植的花梨树，
也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
“绿色银行”。

黄花梨树。

黄花梨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