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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舰
——写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入列10周年之际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2012年9月25日，大连。天气预报中的阵雨没有
如期而至，大连港风平浪静，秋阳和煦。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

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迈步进入航母时代。
砥砺十载，辽宁舰逐步建立起航母编队综合攻防体系，形成了包括远海

作战运用的系列战法，实现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华丽转身。

辽宁舰入列之时，世界航母已有百年历史。作为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带给国人的是实现梦想的喜
悦，留给海军官兵的是民族的期盼和如山的重任。

海军从五大兵种和海军各级机关、院校中高起点、
高标准选拔了首批辽宁舰舰员。军官中，具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达98%以上，硕士博士有50余人。曾任护
卫舰舰长、驱逐舰舰长的张铮出任辽宁舰舰长。“我干
过的最大的战舰排水量是6000吨，辽宁舰近6万吨。
它所带来的训练、作战、管理、安全等课目都是崭新
的。”张铮坦言，一切从头开始。

面对22层甲板、300多个直梯斜梯、3000多个舱
室、长达几公里的内部通道，首批辽宁舰舰员在上舰之
初，几乎都有迷路的经历。有的舰员说，中国航母的启
航，是从寻路开始的。

时任机电部门士官的刘辉，光领到手的辅机冷凝水系
统资料，就有一尺多厚。全舰官兵叫响了“掌握新装备、勇
做开拓者”的口号，夜以继日地推动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仅两个月后，11月23日，舰载机试飞员戴明盟驾
驶歼-15飞机成功阻拦着舰，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
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又过了一年以后，辽宁舰通
过台湾海峡，奔赴祖国的南海。

2015年7月，辽宁舰首次组织实弹射击，取得了
全部命中的好成绩。2016年起，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
母编队多次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开始推动全要素、全流程整体训练。特别是2021年
12月，辽宁舰编队历时20余天，跨黄海、东海并经宫
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多个课题综合演
练、互为条件对抗训练。

集中供冷能否进入寻常百姓家？太
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主任石光辉说，
居民用户的用冷需求个性化较强，集中
供冷一般不好满足。同时，用户数量、入
住率、使用时间等都是影响集中供冷进
入居民区的重要因素。对于已建成建
筑，由于二次改建的费用高，成本因素也
会“劝退”大部分用户。傅建平认为，如
果能找到更低成本的集中供冷方式，未
来住宅也可纳入集中供冷范围。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区域能源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白首跃表示，与集中供暖
相比，集中供冷在我国整体还属于一项
新鲜事物。鉴于集中供冷的运营主体前
期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可研究制定
相关鼓励政策，以推动集中供冷的推广
使用。

专家认为，集中供冷必须规划先行，
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特许经营。在
新区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同步规划集中供

冷，将冷站设备、冷却塔、供冷管道等与
产业规划、建筑规划、市政规划匹配设
计，同步建设降低建设成本，以便在投入
使用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此外，各地应根据供冷需求、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冷站周边楼宇
业主选择使用集中供冷功能，提高运营
商的持续经营能力，规范行业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因地制宜加强规划与引导

“区域集中供冷”能否有效应对高温袭扰？

今年夏天，多地持续高温天气，“超长待机”的酷
夏令人印象深刻。来自气象权威部门和研究专家的
提醒显示，未来我们极可能要面对地球“越来越热”的
情况。2022年的夏天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未来或
将来临的高温天气？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济南、深圳、三亚、广
州等多个城市的办公楼、写字楼开始探索“区域集中
供冷”。或许，“区域集中供冷”能成为我们应对“热
浪”的选项之一。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济南市解放东
路的一家酒店，相比室外36摄氏度的高
温，室内26摄氏度的室温凉爽舒适。这
个酒店的冷气并非来自空调，而是得益
于集中供冷，它所用到的“冷源”是两公
里外的济南市南部能源中心。

记者采访了解到，所谓“区域集中供
冷”是指在一定区域内设置集中的制冷
站制备冷源，替代各公共建筑自建的分
散制冷系统，然后通过输配管网将冷冻
水输送进换冷站，经过冷交换后将7至9

摄氏度左右的冷冻水输送到各用户的末
端风盘系统。

在南方地区，由于夏季供冷需求长期
存在且量级较大，集中供冷在多个城市兴
起。作为深圳新开发的城市新中心，前海
在区域范围内规划建设10个冷站、90公
里市政供冷管网，供冷服务建筑面积1500
万平方米，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供冷，是目前
世界规模领先的区域供冷系统之一。

“前海已将‘区域集中供冷’列为公
用事业，并纳入市政公共设施，目前已有

3个冷站投入运行，216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在使用集中供冷。”前海能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建平说。

在海南，2021年9月投产的三亚低
碳智慧能源综合利用海棠湾示范区项
目，面向海棠湾区域内公共建筑提供集
中供冷服务，目前一期工程具备130万
平方米的供冷能力，越来越多的酒店加
入到集中供冷的队伍中。

此外，广州大学城、北京中关村等区
域也开始使用集中供冷模式。

“区域集中供冷”已在多地探索实践

记者采访发现，集中供冷具有集约
用地、高效节能、错峰降容、有效避免重
复投资等特点，比较适合在城市CBD等
商业楼宇高密度集中的区域推广应用。

傅建平说，按照传统供冷方式，商业
和办公建筑普遍采取自建中央空调供
冷，每栋建筑都需要设置大面积的制冷
机房，并在顶楼建设一组冷却塔。前海
推行的“区域集中供冷”，将半径不超过
1.5公里范围内建筑物的制冷机房和冷
却塔集中附建在一个公共空间的地下和

楼顶，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集中供冷采用的高效节能机组效率

更高，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济南能源投
资控股集团总经理张学谦说，根据测算，
区域供冷系统比各建筑单独设置中央空
调节能约12.2％，一次能源利用率更高，
碳排放更低。预计济南CBD集中供冷
面积达到220万平方米后，每年可减少
大约12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北方城市，集中供冷与集中供暖
使用同一套管网系统，大大节省了重复

建设成本和空间资源。
集中供冷的价格问题同样备受关

注。经济南市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研究，
济南CBD区域集中供冷的收费模式实
行“接入费+计量冷价”两部制，目前用
户普遍选择接入费每平方米 110元、
计量冷价每千瓦时0.63元。“集中供冷
费按用冷量来结算，挂表计量。如果
不使用没有任何费用，省心又省钱。”
山东港口物流集团酒店管理公司综合
部张梓浩说。

能源管网利用率提高，费用相对降低

很多参加首次着舰试验的人回忆，那一天渤海湾
特别冷，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仰望着天边。

寻舰、绕舰、触舰、着舰、阻拦成功。戴明盟一出
机舱落地，就被现场指挥员一把抱住，两人紧紧拥抱，
哽咽无言。

舰载机，是航母的灵魂，也是衡量航母战斗力的
重要标准。舰载机飞行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职业之一。

2016年4月27日，飞行员张超驾驶舰载战斗机
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故障，他因弹射
高度低跳伞坠地后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就在张超牺牲前三周，飞行员曹先建在升空训练
时，飞控系统工作异常。为挽救战机，他直至战机坠
海前2秒才被迫跳伞，胸椎、腰椎等多处爆裂性骨折。

10年来，有人倒下，更有人跟上。一批批舰载战斗
机飞行员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加入“尾钩俱乐部”，优秀
的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和飞行员群体快速成长起来。

2016年8月，飞行员王勇通过航母资质认证考
核，后来逐渐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教官。海军航空大
学教官团队不断刷新着飞行、带教、空域利用等极限，
一整套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舰载战斗机飞行人
才培养方案逐渐清晰。

2020年11月，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取
得昼间航母资质认证，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改装
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的培养路径全面贯通。

从陆基到舰基，从单机到编队，从近海到远海，从
单一培养到双轨并行，从昼间到全时，舰载机飞行人
才队伍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传递着“火炬”。

服役满30年的老兵阮万林退役前向组织提了一
个请求，希望能走上甲板，亲身感受“飞鲨”起降时的
震撼。

作为一名机电舱段兵，阮万林多年来一直工作在
主甲板以下的底层舱室，始终与高温、油污、噪音和热
浪为伴，穿梭于管线之间，很难有机会亲眼目睹飞机起
降那壮阔的场景。

当年“航母style”“凌空一指”的画面曾风靡全国，
如今刚满26岁的吴永靖，成为辽宁舰上最年轻的起飞
助理。面对舰载机起飞时发动机剧烈的轰鸣和强大的
尾流，他说，“戴着头盔和耳罩仍感觉耳朵快炸了”。

10年来，一茬茬官兵守护着辽宁舰驶向深蓝，如
果说舰载机飞行员是站在光里的英雄，那么荣耀也同
样属于那些曾经来过却没多少人知道的普通官兵。

在迈向深蓝的航程上，更多的辽宁舰官兵像种
子一样，撒向了山东舰、福建舰和全海军部队。10
年来，辽宁舰先后为后续航母部队输送千余名骨干
人才。舰载机飞行员徐英，成为山东舰副舰长。辽
宁舰首批舰员刘辉，如今成长为山东舰上的一名一
级军士长。同为辽宁舰首批舰员的张桂忠，则成为
海军士官学校声呐教研室的一名军士教员。

新学期开始，服役两年的王心仪把军装和领章、肩
章悉数上交，回到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两年里，王心仪
随辽宁舰参加了10余次演训任务，跨黄海、过东海、进
西太平洋，亲眼见证辽宁舰走向深蓝的壮阔航迹。她
和众多退役老兵一起，把辽宁舰的强军故事讲给了高
山和海洋。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黎云 孙鲁明）

大
国
首
舰

海
上
飞
鲨

深
蓝
印
记

A

B

C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10号冷站运行的超级空调设备（下
图），这个冷站为周边1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有效供冷（上图）
（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北京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开户数达515万户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姚均芳）记者
24日从北京证券交易所获悉，北交所开市后，各
类市场主体参与踊跃，目前北交所投资者开户数
达515万户，超过500只公募基金入市。

统计显示，目前北交所在审企业122家，在辅
企业290家。在审、在辅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信
息技术和设备制造行业。北交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北交所将进一步提高挂牌、上市全链
条审核效率和监管服务精准性，使得企业上市路
径更清晰、预期更明确、过程更顺畅。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近期以
政府债为突破口，逐步探索债券市场建设，目前已
成功发行国债4只、地方政府债18只，为北交所
债券市场平稳起步奠定了基础。

我国进一步扩大社保费
缓缴政策实施范围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姜琳 王雨
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
通知，明确自2022年9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本地区受疫情影响
情况和社会保险基金状况，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
实施范围，覆盖本地区所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
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
及各类社会组织，使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惠及更多市场主体。

据了解，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
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主要是为切实发挥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效
果，促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通知提出，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到期
后，可允许企业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
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通知强调，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缴
费查询、出具缴费证明时，对企业按照政策规定缓
缴、补缴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不得作欠费处
理。企业缓缴期间，要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
人缴费义务。已依法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缴费
状态认定为正常缴费。同时，要主动配合当地相
关部门，妥善处理与职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
女入学资格等政策的衔接问题。

通知还要求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对符合缓
缴政策要求的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对接，简化办事
流程，实现企业“即申即享”，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

9月24日，2022亚洲数字艺术展在北京时
代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地球太空船”为主
题，展出的数字艺术作品以AR、VR、人工智能、
CG技术等数字艺术手段作为媒介，让观众从中
感受数字艺术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1月13日。

图为参观者在2022亚洲数字艺术展上观看
艺术作品。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北京：
2022亚洲数字艺术展开展

重庆警方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

涉案流水437亿元
新华社重庆9月24日电（记者周文冲）记者

近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中，重庆石柱警方侦破一起跨境网络
赌博案，打掉一个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40余人，查扣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涉案流
水437亿元。

5月初，重庆石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境外
赌博网站在境内大肆招赌吸赌，涉案人员多、分布
地域广、涉案金额大。石柱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办。

经查，以颜某（男，35岁，福建晋江人）、黄某
（男，27岁，福建泉州人）为首的犯罪团伙，勾连境
外赌博网站，搭建跨境赌博平台，采取线上推广、
线下招募的模式，在境内大肆招揽赌客，进行跨境
网络赌博。2019年1月以来，该跨境赌博平台交
易流水达437亿余元。

在查清该跨境赌博平台相关组织架构、涉案
人员等情况后，8月2日，专案组赴福建、江苏、陕
西等14个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各地警方配
合下，一举打掉该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40余人，冻结赌博平台账户900余个，查扣
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

目前，重庆石柱警方已对颜某、黄某等40余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辽宁舰在某海域机动航行辽宁舰在某海域机动航行（（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