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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又到了水稻收获季节。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刘墩
村，村民桑丰仓是村里较早将稻谷收回
家的人。记者近日见到他时，他正用一
把木锨，不停地在蛇皮袋上推拉翻扬，
让稻谷中多余的水分快速蒸发。

“今年水稻基本没有虫害，品质还
不错。”桑丰仓说，他今年种的水稻主
要用作口粮，生长期间遇到高温，田里
的虫害降低不少。由于地处圩区，取
水相对便利，农技人员指导他给田里
灌深水，水稻亩产达900斤左右。

“这个收成来之不易啊！”看着眼
前金灿灿的稻谷，桑丰仓感慨万千。

放眼江淮大地，一大批种粮人
通过良种良法配合，努力多打粮、种
好粮。

9月22日，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
渐弱，芜湖市无为市种粮大户洪方翠
的380亩中籼稻基本完成收割。他
说，收割上来的稻谷直接送往当地稻
米加工基地，烘干后就现场售卖。

“亩产约1200斤，与往年基本持
平。这多亏了镇里农技专家的技术

指导。”洪方翠说，按照他们的指导，
高温天气下，通过在农田中留深水和
循环跑水的方式，确保了水稻生长少
受旱，另外多次增施叶面肥，也增强
了水稻抗旱耐高温效果。

无为市农业农村局助理农艺师
赵伟伟介绍，无为市约15万亩中籼
稻正在收割，65万亩迟熟中稻和晚
稻正陆续灌浆，目前长势良好。今
年，该局实行1名农技人员包保5名
示范户，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及时
将病虫害防治、抗旱举措等知识传递
给种粮大户，确保更多农业技术能在
田间得到推广应用。

在滁州市定远县界牌集镇，种植
户张晓宇手握着一张2万多元的账单，
盘算着要为下一季农作物的播种购买
农资了。这几日，他把晾晒完的稻谷
打包，除了留下部分作为口粮，剩下的
2万余斤全部卖给了粮食经纪人。

连续两年亩产约1200斤，今年
持续高温干旱之下，产量还能稳定，
在种了10多年粮食的张晓宇看来，
关键是品种选对了。

张晓宇选择的是上海市农业生
物基因中心科研团队培育的节水抗
旱稻品种。据承担该品种转化应用
的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技术部门负责人汪华春介绍，节水抗
旱稻摆脱了对水的过度依赖，又能保
持优质高产特性，今年已在安徽省推
广约100万亩。

“我今年就在水稻抽穗灌浆时进
行了两次引水润田，相较于周边农户
省水至少40%。”张晓宇说，地处江
淮分水岭，水资源本就紧张，很适合
这样的品种。

秋分时节，“三秋”农忙正当时，
节粮减损也是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的重要内容。记者从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了解到，该省今年“三秋”计划
投入各类农机具240万台套，要求各
地指导农机手在作业过程中规范操
作，根据自然条件和作物成熟度等情
况，及时对农机具进行调整，提高机
收作业质量。

（新华社合肥9月23日电 记者
水金辰 姜刚）

良法多打粮 良种种好粮
——安徽秋收一线见闻

庆丰收 迎盛会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
在成都北京同步举办

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白湖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农
民在田间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

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举
行了中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论
坛，来自德国汽车产业链上不同领
域的 40 余家企业参加了这场论
坛，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积极谋求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展深度
合作。

在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
CEO葛皖镝看来，汽车进入电动化、
智能化和网联化时代，扩大合作开放、
深化全产业链融合是关键。中德两国
在汽车行业的合作具有广阔想象空
间，汽车产业也将继续引领双方经贸
合作行稳致远。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正
加速出海，与世界共享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红利。

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中国
新能源汽车出口34万辆，同比增长
97.4%。

师建华说，全球汽车产业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攸关格
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同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也正
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开放
共享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据新华社合肥9月23日电 记者
王菲 吴慧珺）

开放包容 共享新生态

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开放包容
——从世界制造业大会看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之变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各种酷炫的新能源汽车“自带流量”，成为最具热度的话题。与会专家认为，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开放
包容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成为支撑经济增长、引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

人脸识别打开车门、变身大型
充电宝反向充电、“看见”有孩童被
遗忘在车内自动开启空气循环系统
并向车主发出预警……通过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实现人、
车、路动态信息交互，让驾驶变得更
安全、更聪慧、更舒适。2022世界制
造业大会上，酷炫的新能源概念车、
各种跨界融合的汽车新技术、新产
品，让人眼前一亮。

在展会现场，记者感受到，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展、
渐趋模糊，各种智能网联技术与汽

车跨界融合，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
而且变为融各种信息、算力、储能于
一体的移动智能空间。

比亚迪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新能
源汽车产业并非一个封闭的产业，在
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加速变革
的当下，需要与新技术、新材料、电子
电力、先进制造等多领域进行跨界融
合，推动产品迭代创新。目前，比亚
迪构建了覆盖电子、电池、新能源、轨
道交通、半导体等多领域跨界的研发
体系，为电控产品的多方案设计和生
产流程调整打下基础。

无人驾驶公交车、无人驾驶牵
引车、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智能
网联汽车展区，一系列搭载了最新
技术的无人驾驶车辆精彩亮相。

“汽车产业生态由传统的链式关
系向多领域、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状
生态演化，向‘汽车+服务’转型。”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
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走出一条以创新
链带动产业链，以示范推广拉动技术
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发展路径。

跨界融合 智造新动能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上半场’
实现了换道超车，但在以智能化为
主的‘下半场’，竞争日趋激烈，汽车
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创新尤为重
要。”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定华告诉记者，“我们依
托数字化赋能，打通从研发、生产到
销售终端全链条，通过上下游协同
联动，探索从传统的生产型制造业
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打造场景化、
个性化、定制化的汽车产业新生
态。”

展会现场，新能源汽车续航里
程和补电便捷性成为参观者热议的

话题。
师建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建

立了上下游贯通的完整产业体系，
突破了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
术。其中，动力电池技术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与2012年相比，动力电
池单体能量密度提高2.2倍，成本则
下降约85%。

“换电站是我们重点布局的新
赛道。通过与主机厂、软硬件配套
服务商、电网公司等协同创新，打造
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生态平台，让电
池成为共享资产，化解续航里程、补
电便捷性和购置使用成本三大‘痛

点’。”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换电站作为
新基建，不仅是新能源汽车的补能
站，还是城市分布式储能单元，能够
调节电网电力平衡。

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
会长兼秘书长熊梦看来，伴随着新
能源汽车的上游关键原材料及核心
零部件、中游整车制造、下游充电服
务及后市场服务等产业生态的发
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重塑能源
和交通格局，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
推动产业转型、引领技术创新的重
要力量之一。

协同创新 拓展新赛道

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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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展厅。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于文静 丁静）23日，四川成都、北京
昌平两地同步举办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庆祝活动，以“庆丰收 迎盛
会”为主题，共享丰收喜悦、共赏乡村
美景、共尝农特产品、共品农耕文化，
形成了两地联动、南北呼应、带动全
国的浓厚节日氛围。

在成都市新津区举办的丰收节
主场活动，以乡村大田自然景观为背
景，设立了“大国粮仓”科技馆、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国宝与丰收”等主题展览，开展了
农产品产销对接、农民艺术周、农民
趣味运动赛事等乡风乡趣乡味浓的
特色活动。

在北京市昌平区举办的群众庆
丰收联欢活动，与成都主场进行了视
频连线。现场还举办了农业科技展
示、特色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展示、
农民文艺演出等活动。

在丰收节主场活动中，现场发布
了2022年度“全国十佳农民”、2019
至 2021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2022年度“大国农匠”全国农民
技能大赛等获奖名单。丰收节期间
还举办了“我眼中的丰收”全国少儿
农耕主题绘画作品展评、乡村农民大
厨、村歌大赛、“中国新农民”故事会
等系列活动。 9月2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农业博览园内拍摄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现场。 新华社发

“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一审公开宣判：

主犯陈继志被判
有期徒刑24年

新华社石家庄9月23日电（记者杨帆 齐雷
杰）23日，“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在河北省廊坊市
广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主犯陈继志被判
有期徒刑24年。

今年6月10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某
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造
成恶劣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9 月 13 日至 15 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广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被告人陈继志等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
一案。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寻衅滋
事罪4名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28名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
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经依法
通知，各被害人均表示本人不出庭参加诉讼。9
月23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公
开宣判。

经审理查明，2022 年 6 月 10 日 2 时 40 分
许，被告人陈继志、马云齐、刘斌、陈晓亮、李鑫、
沈小俊及李红瑞、刘某、姜某萍在河北省唐山市
路北区机场路某烧烤店吃饭时，陈继志到正在
店内用餐的被害人王某某、李某、远某、刘某某
桌旁，对王某某骚扰遭拒后殴打王某某，王某某
与李某进行反抗。陈继志、马云齐、刘斌、陈晓
亮、李鑫分别在烧烤店内、店外便道及店旁小胡
同内，对王某某、李某、远某、刘某某持椅子、酒
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沈小俊在烧烤店及旁边小
胡同内威胁远某不得报警。经鉴定，王某某、刘
某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李某、远某的损
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另查明，2012 年以来，被告人陈继志等人
还长期纠集在一起，在唐山市等地以暴力、威胁
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
设赌场、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以陈
继志为纠集者，王晓磊等7名被告人为成员的
恶势力组织。该恶势力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继志
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二万元；对其
余27名被告人依法判处1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
不等的刑罚，另对其中19名被告人并处人民币十
三万五千元至三千元不等的罚金。陈继志等6名
被告人对寻衅滋事罪4名被害人的医药费、护理
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
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被告人的亲属
及群众代表参加了旁听。

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
受贿、操纵证券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 9 月 23 日电 2022 年 9 月 23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公安
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受贿、操纵证券
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对被告人孙力军以
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
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
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非
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
释；对孙力军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0年4月，被告人
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
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
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及公安部
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
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
亿余元。2018年上半年，孙力军应他人请托，指
使有关人员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
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帮助他人避免损失
1.45亿余元。孙力军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枪支2支。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力军的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
支罪。孙力军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收受贿赂后为
多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办
理，干预医药、金融等民生领域正常经济活动，犯
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
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孙
力军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非法持有枪
支，情节严重，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
并罚。鉴于孙力军到案后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
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主动交代办案机
关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如实供述全部犯罪
事实，能够认罪悔罪，且积极配合追赃，大部分赃
款赃物及孳息已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孙力
军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
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