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蔡报文 值班主任 龙丽娟 责编 杨桦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李志芬 社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 邮编：519002 市场零售价：1.5元 服务热线：2611111 珠海传媒印务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4004000005

2022年5月
农历壬寅年四月初五 星期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0030

今日8版 第12553期5
中共珠海市委主管、主办 珠海特区报社出版

ZHUHAI SPECIAL ZONE DAILY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4日电 4日中午，13名珠峰
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
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次珠峰登顶，科考队员完成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
站的架设。当日凌晨3时，以德庆欧珠为组长的珠峰科考
登顶工作小组，携带科研仪器发起冲顶，第一项使命就是架
设气象站。为此，他们在数月前反复练习，熟练操作流程。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标说：“我国建设

珠峰梯度气象观测体系，对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的监
测意义重大。”

4日，科考队员还首次在“地球之巅”利用高精度雷
达，测量峰顶冰雪厚度。

在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总指挥会议室帐篷里，中
科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现场宣布：“‘巅
峰使命’珠峰科考登顶观测采样成功！”现场，大家热烈鼓
掌，握手庆祝。

据介绍，科考队后续还将进行多项科学考察研究。

我国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峰
珠峰科考创造多项新纪录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
之华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
青年成长成才、谋划青年工作发展进
步，激励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
前进。

殷殷期望 谆谆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青年奋进之路

“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复兴栋梁、
强国先锋”……2022年4月25日，位于
北京中关村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激
荡着青年学子的铿锵誓言。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
所新型正规大学，深情寄语广大青年：

“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
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
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
的最好成绩！”

百年芳华，青春万岁。“青春理想，
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
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1919年，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
锋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沉睡大地，开启
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年代；

1921年，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
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革命
的光明道路，掀起了改天换地的巨澜；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
立，凝聚中国青年之志，紧随党的脚步，

探索民族复兴的前程；
……
翻开史册，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满

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党的领
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
事业，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
春之民族，谱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美
篇章。

青春，百年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基
因。

“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
青年的热情和奉献。”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
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青年，古老民族迈向复兴的生机力
量。

2013年5月4日，党的十八大后第

一个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参加主题团日活动。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
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
联。”面对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点明中国青年运动的
时代主题，“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
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
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
有一代青年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们寄予
厚望。他对青年朋友说，在高校学习
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本世纪中
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
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

过程参与。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立足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
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虑，指
导青年成长和部署青年工作。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特别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谈到青
年和青年工作；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
发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
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的伟大号召；

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作出“未来
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深情勉
励……

一次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引领全党一同
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
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

这一幕雨中场景，令无数青年人感
到温暖。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考察即将结束，走
出图书馆时，天空下起雨来。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到送别的同
学们中间，挨个儿握手。就这样持续了
十多分钟，雨水打湿了总书记的衣服和
鞋子……

在场的青年学子说：“总书记的手
温暖、有力，给人以力量。”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
给青年人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
自己定下的一条原则。 （下转02版）

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4月中旬，珠海保税区摩天宇航空
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迎来了一个崭新
的 里 程 碑 ：由 该 企 业 维 修 的 首 台
PW1100G-JM发动机在MTU汉诺威
厂顺利通过试车并将交付给客户。由
此，珠海摩天宇成为了国内首家完成该
型号发动机修理的企业。

与此同时，随着珠海吹响“产业第
一”号角，鹤洲一体化区域在多项产业
扶持政策的加持下，与区内企业、项目
高频互动，打开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
长、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新局面。

珠海摩天宇布局长远发展

拆开自带弧面的外壳，密密麻麻的
管线和层层叠叠的零件盘布在发动机
表面，科技感油然而生。走进珠海摩天
宇的车间，在这些“大块头”附近，随时
可以看到工程师和机械员在收集故障
信息，探讨维修方案，眉宇间的神情严
肃而认真。

“我记得最长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开始连续排除故障15个小时，我负责维
修过的发动机应该有500多台。”珠海摩
天宇CFMI系统工程经理任炎炎是维修
车间亮眼的“女将”之一，她和同事们的

工作便是透过复杂精细的结构，为眼前
一字排开的发动机“寻病问诊”。

在航空领域，每一项与核心零部件相
关的产品都代表着极高的科技含量和复
杂的制造工艺，同时还有着极其严苛的安
全与质量标准。其中，航空发动机更被称

为“飞机的心脏”。因此，参与发动机维修
的工作人员需要具备极其扎实的“硬本
领”。对于珠海摩天宇而言，企业竞争力
的来源既是技术，更是人才。

近段时间，珠海摩天宇又迈出“人
才强企”新一步，该企业教育培训基地

正式动工。新基地将采用德国式的双
元培训体系，结合理论与实操，提升员
工的技能水平，减少维修周期。相关负
责人预计，该基地将于2023年完工，每
年将为珠海摩天宇培养输出约100名
发动机机械员。 （下转02版）

积累“产业第一”发展势能
鹤洲一体化区域全力支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珠海保税区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维修发动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记者 佘映薇

从主城区去往金湾方向，在珠海
大桥上远远就能看到西南方静静伫立
着一座白色玻璃房子，在一片绿地间
非常亮眼。今年7月投产后，多种高
端果蔬将从这里起步，走向粤港澳大
湾区居民的餐桌。

近日，记者走进由华发集团投资
建设的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这座
15公顷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高科
技智能玻璃温室已完成搭建，内部已
完成基本的幕布、补光灯、灌溉系统、
分选包装系统等硬件设施安装，预计
今年7月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
该示范园将成为我国单体规模及技
术水平双领先的示范性健康食品基
地，预计每年可供应约7000吨高端
果蔬，涉及番茄、水果彩椒、迷你黄
瓜、草莓、生菜、中草药、花卉等多个
品类，同时可吸纳 300 多名农民就
业，为珠海探索现代设施农业及智慧
农业、形成湾区“世界级农业新名片”
提供重要载体。

“黑科技”满满
一亩地年产值可达百万元

2019年，华发集团履行国企责任
担当，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导向，主动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力推进产
业发展布局。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
就是华发集团发展大健康食品业务而
投入的第一个高科技智能化设施农业
项目。

走进示范园，记者看到，以白色为
主色调的智能玻璃温室已落成，一排
排整齐陈列的种植槽通过吊架悬挂在
半空中，不断向远处延伸。抬头看，顶
部玻璃呈半透明状，使得光线均匀洒
落而不刺眼。

“示范园使用半封闭玻璃温室进
行蔬菜生产，可实现‘种一茬，收一
年’。”华发集团旗下珠海华宜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琪介绍，与传统
农业相比，示范园单位土地面积产出
率高，以小番茄为例，产量是传统种植
方式的5倍，预计一亩地年产值可达
到100万元。

这一惊人的数字是如何实现的？
李琪介绍，公司引进国内外优质品种，
采用全球领先的半封闭智能玻璃温室
技术进行果蔬种植，这是该项技术在
我国华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应用。

以温室屋顶采用的散射玻璃为
例，这种玻璃具有对光线进行散射、减
反射的功能。“小番茄生长高度在3米
左右，要使太阳光能均匀照射到整棵
植株，就要发挥智能玻璃的散射作
用。”李琪介绍说。

除了玻璃、幕布、补光灯等设备
外，温室内还配置人工智能环境调控
系统、空中吊架栽培系统、全球标杆大
数据管理系统、无人化机器人系统、云
植物营养管理系统等多个智能系统，
实现高度自动化。其中，降温除湿技
术、补光灯线性无极调光技术等多项
创新技术在国内领先，成功实现了技
术本土化尝试。

辐射全国
打造湾区设施农业新名片

采用进口设备、创新技术种植出
的果蔬，与市面上普通品种有何不
同？记者在现场品尝了一款示范园引
育的小番茄品种“糖小豆”，其大小均
匀，外观圆润红艳，口感鲜甜。李琪坦
言，从0到1培育一个优异农产品品
种，至少需要8年时间。

“尽管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但在
技术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通过育
种材料不断强化自身的育种能力，
希望通过5至 10年的努力，把产品
品种和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选种育苗区域，李琪告诉记者，未
来这一片区域将成为大量新品种的

“试验田”。 （下转02版）

□本报记者 李森

五月的珠海，天朗气清、万物竞秀，
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自4月24日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以来，从生产车间到产业园区，从招商
一线到项目现场，全市上下鼓足干劲、
只争朝夕，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掀
起大干快上热潮，推动产业发展全力

“冲刺跑”。
坚持惟实、惟效、惟快的工作导向，

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锤接着一锤敲，一
年接着一年干，珠海正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谱写着新时代经济特区发展新篇章。

干劲更足——心无旁骛谋产业

4月29日上午，博创新型高效储能
研产基地在高新区举行开工仪式，铁锹
挥动，开工第一铲落下，现场掌声久久
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4月28日，项
目才刚刚通过网上竞价摘得土地，次日
项目即获得施工许可批复，迅速动工建
设。这是珠海“拿地即开工”，效率创新

的又一生动案例。
从市第九次党代会到珠海两会到

全市产业发展大会，坚持“产业第一”已
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识，在各大企
业、在建项目和工业园区，一场场产业
发展的攻坚战全面打响，全市经济生产
一线热气腾腾。

机器声轰鸣作响，生产线高速运
转，千余名工人紧张忙碌，在香洲区三
溪科创小镇，奋起直追的火热气息正从
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扑面
而来。“我们在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订
单产品。”润星泰董事长张莹告诉记者，
今年公司生产形势向好，生产工期排得
很满。

走进高景太阳能珠海金湾生产基
地,这里几乎看不到库存产品。该公
司副总经理孙彬解释说：“订单纷至沓
来，硅片供不应求，从生产线下线等不
及拼车就被客户拉走了。”今年一季度，
高景太阳能硅片产量行业排名已上升至
全行业第五名。

龙头企业拼生产，产业园区忙建设。
在斗门富山工业园一围片区七星

大道旁，珠海得尔塔光电智能制造产业
园（一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部负责
人刘成国自豪地说。“等我们离开的时
候，这里将是一栋栋现代化厂房。”

在位于高新区的华发智谷圆芯广
场项目建设现场，超过1000名建设者
在“五一”假期坚守岗位，各项工序有
条不紊地推进。“目前已接洽企业176
家，其中意向进驻企业46家，已签约
代表性企业有珠海鲲鹏、联凯智能科
技、润和软件、泰维思信息科技、声浪
科技等信息技术企业。”华发相关负责
人介绍。

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有劲头。大会
引发的效应在持续升温。

决心更强——奋力夺取“双胜利”

“现在，越来越多人关注珠海的产
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在珠海蓝图控制
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春生看来，珠
海正在以更强的决心，走出一条新路
子，并且越走越快。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当
前，珠海全市上下正以前所未有的决

心，前所未有的力度，齐心协力抓产业
谋产业强产业，力争到2025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超万亿元的新突破。

今年以来，全市紧扣“产业第一”工
作总抓手，全力抓好“双统筹”，奋力夺
取“双胜利”，全市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对承租国有房屋的制造业、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6个月租
金，对受疫情严重影响无法正常生产
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实施一次性留工培
训补助，开设因疫情受困企业融资“绿
色通道”……4月28日，就在市产业发
展大会召开四天后，珠海印发《促进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拿出真
招实招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帮助重点
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

不久前，《珠海市财政局支持服务
保障“产业第一”十项措施》印发，措施
明确推动园区投入倍增计划，5年内投
入资金不少于500亿元。

重磅发布的“1+5+3”产业发展系列
政策文件，一波又一波陆续派出的“政策
礼包”，在珠海企业界引起巨大反响。

（下转02版）

聚力向实 只争朝夕
——全市“产业第一”开局加速跑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
7月投产
每年可供应7000吨高端果蔬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