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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焦石镇，距涪陵城区约30公
里，曾经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不过
近几年这里大变样：道路宽了，路灯亮
了，环境美了。

每次走在焦石镇宽阔干净的街道
上，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胡德高总是很
感慨：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美丽环境，既
要开发这里的金山银山，也要保护这里
的绿水青山。

建成页岩气示范田
年生产能力89亿方

2012年，中石化在焦石镇楠木村钻
探的焦页1HF井，放喷测试获得20.3万
方/天的高产工业气流，充分展示了涪
陵页岩气田良好的资源储量和开发前
景，实现了国内页岩气勘探开发重大突
破。

从那时起，胡德高就为将涪陵页岩
气田建设成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而不懈

努力着。
“与美国成熟的页岩气田开发相比，

涪陵页岩气田存在页岩时代老、地表环
境差、地质条件复杂、气藏埋深大等差异
性，不可能照抄照搬美国的经验，只有在
借鉴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彼时，我国
页岩气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技术
瓶颈需要突破。胡德高明确提出了“借
鉴、创新、超越”的工作目标和“为中华争
气、为石化争先、为企业争效”的企业理
念。

为了尽快实现涪陵页岩气田的商业
开发，胡德高率领团队，联合中国石化相
关科研生产单位，创新集成页岩气藏综
合评价、水平井组优快钻井、试采开发、
绿色开发等具有涪陵山地特征、海相页
岩气特色的各项技术体系，实现了中国
页岩气开发“从起步到引领”的突破，为
我国页岩气大规模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
和技术基础。

截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累计建成
页岩气年生产能力89亿方，成为全球除
北美之外最大的页岩气田，先后被国家
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国家级页岩
气示范区和页岩气勘查开发示范基地。

既要开发金山银山
又要保护绿水青山

涪陵页岩气田分布在崇山峻岭的武陵
山脉，山高坡陡，河流纵横，地下溶洞多、暗
河多，安全环保风险大。“既要开发涪陵的
金山银山，更要保护好涪陵的绿水青山”，
这是胡德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他的带领下，涪陵页岩气公司始
终把环境保护作为气田开发建设的首要
遵循，牢固树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
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理念，坚持资源
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

为确保页岩气开发环保工作有效落
实，胡德高带领公司主动加强与市区两
级安监、环保、消防等部门的沟通合作，
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开展项目建设。

工作中，胡德高从健全完善制度体
系等入手，组织制定20多项环境保护标
准规范，积极推行“减量化-再利用-再
循环”的清洁生产方式，对钻井、压裂和
采气废水，集中收集处理达标后循环利
用，做到了水体保护有效、废水重复利
用、污水排放为零。

同时，设立78个环境监测点，联合

涪陵区环境监测站、第三方环境监测机
构，重点对工区内地表水、地下水、大气、
噪声、土壤等要素开展监测。各类监测
数据显示，涪陵页岩气开发对当地环境
没有造成影响和变化。

如今的焦石镇，道路宽敞树木繁茂，
居民区林立，地区生产总值由2011年的
4.17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9.9亿元。“让
我非常高兴的是，页岩气的开发不仅没
有给当地带来负面影响，反而带动了当
地的发展。”胡德高说，未来他和公司将
共同努力，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保护好地
区生态环境，并不断研发创新技术，为我
国页岩气发展贡献力量。

在带领团队进行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时

他坚持做绿水青山的守护人
本报记者 周松

胡德高 （受访者供图）

4100光年，1.6万光年。坐落在贵州
群山之中的“中国天眼”，刚一“睁眼”就

“看见”了离地球如此遥远的2颗脉冲星。
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经
过一年紧张调试，已实现指向、跟踪、漂
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并
确认多颗新发现脉冲星。

脉冲星家族首次有了“中国星”

这是我国的天文设备第一次发现脉
冲星，实现了该领域“零的突破”。自
1967年发现第一颗脉冲星以来，过去的
50年里，人类发现的脉冲星家族至少有
2700个成员了。

国家天文台公布了这2颗脉冲星的
具体信息：前者自转周期为1.83秒，距离
地球约1.6万光年，后者自转周期为0.59
秒，距离地球约4100光年，分别由“中国
天眼”于今年8月22日、25日在南天银
道面通过漂移扫描发现。

这只是“中国天眼”的部分发现。“天
眼”工程副总工程师李菂介绍，“天眼”调
试进展超过预期，目前已探测到数十个
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6颗通过国际
认证。

据科学家介绍，脉冲星是一种高速
自转的中子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
发产生。它的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
达上亿吨，一块方糖大小就相当于地球
上一万艘万吨巨轮的重量。脉冲星自转

速度很快、自转周期精确，是宇宙中最精
准的时钟。正因如此，脉冲星会发射一
断一续的周期性脉冲信号，就好比转动
的灯塔发出忽明忽暗的光。

这一特殊“本领”，让脉冲星在计时、
引力波探测、广义相对论检验等领域具
有重要应用。李菂说，脉冲星具有在地
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对
其进行研究有望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
题的答案。譬如，脉冲星的自转周期极
其稳定，准确的时钟信号为引力波探测、
航天器导航等重大科学及技术应用提供
了理想工具。

“通过对快速旋转的射电脉冲星进行
长期监测，选取一定数目的脉冲星组成计
时阵列，就可以探测来自超大质量双黑洞
等天体发出的低频引力波。”李菂说。

澳大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Parkes
望远镜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说，“天眼”
的调试以及逐渐产出成果，是目前国际
天文学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调试一年就出成果，告
慰“天眼之父”南仁东

“天眼”的最初构想来自已故天文学
家南仁东。从 1994 年提出设想，到
2016年正式启用，22年间，南仁东和他
的团队全力推动着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
世界级项目。

设计和结构均无先例可循，“天眼”
前期调试遇到巨大困难。“天眼”工程总

工艺师王启明说，各系统一开始专注于
设备跟踪维护，系统内调试看起来都没
问题，但各系统联调后，系统间的通信、
算法的统一、安全协调等一系列问题逐
步暴露出来。

联调期间，“天眼”人的工作状态基
本上是白天分头干活，晚上集中开会商
讨，连夜改程序，第二天又接着试新方
案，反复调到最优。在“天眼”落成启用
后的380个日日夜夜里，除非停电，总控
机房总是二十四小时无休。白天，工程
团队和施工方的人员集中进行调试；晚
上，科研人员会把面型固定好，让其指向
一个特定的天区，通过地球自转，让天空
从望远镜上方漂移扫描过去。

李菂说，漂移扫描方式在脉冲星搜
索上很少被运用，但调试期间只能用这
种方式，为此，科研人员不仅需要重新设
计软件，数据处理上也要付出更多劳动，
但最终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天眼”每次
扫描都能获得一到两个高质量的脉冲星
候选体。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天眼”工程副
经理彭勃说，国外同类大型射电望远镜
建成后一般需要3年至5年的调试阶段，
而“天眼”调试了一年就获得了初步成
果。

“天眼”会寻找“外星人”
将主导未来宇宙天图

中外科学家都期待“天眼”的发现从

量变转为质变。“天眼”若能第一个捕获
河外星系脉冲星，将具有开创性意义。
李菂和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为观测河外
星系脉冲星做技术上的准备，最早于明
年初会进行尝试。

首位发现脉冲星的天文学家乔瑟
琳·贝尔今年早些时候参观了“中国天
眼”，她期待这座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能发现更多微弱、遥远、独特的脉冲星，
包括发现围绕黑洞旋转的脉冲星。

对于观测范围可达已知宇宙边缘的
“天眼”来说，发现脉冲星只是使命之一，
未来，它还将在中性氢观测、谱线观测、
寻找可能的星际通讯信号等方面大放异
彩。

宇宙大爆炸学说认为，中性氢是宇
宙中几乎与大爆炸同龄的“老人家”，观
测和研究中性氢的分布，能帮助科学家
进一步弄清银河系和河外星系的结构，
解开宇宙大爆炸等宇宙起源和演化之
谜。“‘中国天眼’将通过巡视宇宙中的中
性氢，绘制出最新最大的标准宇宙天
图。”国家天文台“天眼”项目高级博士后
Marko Krco（马可）说。

“中国天眼”甚至还能“监听”宇宙中
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发出的无线电波。
澳大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Parkes望
远镜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说，Parkes望
远镜目前有20％的时间分配给了“寻找
外星人”，但仍一无所获，“中国天眼”看
得更远，说不定将来会有令人振奋的消
息。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2017年，
中秋和国庆双节同庆，连着耍8天的超
长假期，让人们的出游热情高涨。那么，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重庆人喜欢去哪里
玩呢？10月10日，重庆移动发布《2017
年双节旅游大数据分析报告》，揭开了这
一问题的答案。

重庆移动基于移动用户的行为数据
分析得出，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出渝人数
共计332万人，同比增长17%；入渝人数
共计275万人，同比增长3%。

其中，重庆人以境内游玩为主，占
比高达99.5%。这些人主要去了成都、

贵阳、广安、达州、南充、泸州、恩施、遂
宁、内江和深圳等十大城市。出国游的
仅有1.4万人，占比为0.49%。重庆人出
游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为：泰国、美国、
日本。

来自国内大陆地区的游客是入渝
的主力军，占比高达99.94%。这些人主
要来自成都、贵阳、广安、达州、泸州、深

圳、铜仁、昆明、上海和南充等城市。来
自国外的游客不足千人，其中来自加拿
大、新加坡和韩国的游客人数相对较
多。

数据还显示，国庆中秋长假期间，
重庆本地人喜欢去商圈。其中，南坪商
圈最受青睐——8天时间里，本地共有
91万人次造访该商圈；外地游客则向往

历史悠久、最具地标代表性的解放碑商
圈，8天时间里，共有61万人次造访该
商圈。

景区方面，游客数量排名前5的重
庆景区依次为：歌乐山、磁器口古镇、解
放碑、洪崖洞和茶山竹海。其中，外地游
客热衷传统观光旅游景区，本地游客则
偏爱自然生态旅游景区。

大数据揭秘 国庆中秋长假市民去哪儿了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
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1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住房
的基本属性是消费，国家反对房地
产投机的取向不会变，房地产调控
政策会继续发挥效应。房地产调控
长效机制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会
适时出台。

宁吉喆还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房地产行业持续发展。针对一
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分化
现象，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房
地产调控效果是好的，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也取得进展。全国商品房待
售面积已经同比连续下降，反映了
全国一年多来去库存的效果。

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正紧锣密鼓制定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0
月10日，以“植物科学改变人类生
活”为主题的2017全国植物生物
学大会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千名植物生物学领域的专
家学者参会，围绕植物发育生物
学、植物表观遗传学、植物基因组
与系统演化等专业领域，展开深入
交流及讨论。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
平和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著名
生物学家邓兴旺分别作了题为《超
级杂交稻育种进展》和《种子发芽与
幼苗出土：一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
生死决断》的大会报告。袁隆平介

绍，通过对杂交稻进行形态改良和
提高杂种优势水平，可以激发出水
稻巨大的增产潜力。他预计未来
2-3年内杂交稻产量有望达到每公
顷17吨。邓兴旺则用生动的比喻，
为在座学者解释了植物种子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中，如何整合多项外界
刺激并最终完成种子萌发、出土和
光建成（根据光线控制发育过程）这
一系列“复杂动作”。

据悉，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自
2010年开始举办。本届大会由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国作物学会
等主办，西南大学、重庆植物学会等
承办，重庆大学、重庆市科协等协
办，会期将持续至12日。

2017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在渝举行
袁隆平、邓兴旺分别作了报告

刘光敏，来自辽宁省大连市。
2000年，她怀揣淘金梦到重庆办起
了海鲜酒楼。17年过去了，原本只
是来赚钱的她，对重庆的爱却越来
越深沉。她说：“重庆人的耿直、包
容，让自己这个外乡人感受到了温
暖，希望通过做公益活动来回报这
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日前，刘光敏
家庭被评为2017年重庆“十大最美
家庭”。

2014年，刘光敏第一次和公益
“触电”。那年，她成为重庆市慈善
总会吉林商会慈善分会的一员，并
担任常务副会长。

她很快融入到了这个“大家
庭”，“当时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的现
象，就是商会的朋友都喜欢做公
益。”刘光敏说，起初她不是特别理
解，但当她参加过商会的一次公益
活动后，深受触动。

那年，商会组织了一批物资，前
往四川芦山支援当地震后重建。当
他们把物资交到灾民手中时，商会
朋友们都有种发自内心的喜悦，那
种没有掺杂任何杂念的、纯粹的笑
容让刘光敏深受感动。“那是一种获
得尊重、收获认可、发自内心深处的

快乐，也许好多人还不能体会。”刘
光敏说。

自那以后，刘光敏便积极投身
到各项公益活动中，并开始带头捐
款，和丈夫许方晖一起策划和组织
起公益活动来。2015年5月，重庆
水警总队与吉林商会签订了“水上
生命救助站”公益项目，在全市易发
生溺水危险、人口密集的江岸边建
立26个救助站。这个项目就是由
刘光敏夫妻一手策划和组织的。

刘光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当
时沿着长江和嘉陵江查看了很久才
选定了设置点，每个设置点配备了
强光手电筒、水上抛物器、抛物绳、
急救医药包、常用急救药品、救生
圈、救生衣等救援设备，“如果有渔
民救助了溺水的人，我们还会拿出
专门的资金给予奖励。”

刘光敏介绍，“水上生命救助
站”的项目推进情况良好，截至目
前，已吸纳包括冬泳爱好者、渔民、
在校学生和社会爱心人士在内的近
500人的志愿者队伍，已救助落水
溺水人次103人，疏散泄洪被困群
众300多人次。

而除了组建公益项目，刘光敏
还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她每
年都会去敬老院探望老人，前后资
助了两名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并担任了10名留守儿童的“爱心家
长”。

刘光敏说：“人最重要的是感
恩。当初我来重庆做生意，人生地
不熟，重庆人用耿直和包容接纳了
我，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我要感
谢身边的朋友、邻居以及帮助过我
的每一位重庆人。”

通过做公益回馈她的“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刘光敏（中）一家。（市妇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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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睁眼

“看见”2颗脉冲星

未来还会
发现什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瑞丰 齐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国
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10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
显著成效，我国贫困人口规模大幅
减少。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

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
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
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
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
多万人。与前几轮扶贫相比，这是
从未有过的。

我国十八大以来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 富 民 兴 渝 贡 献 奖 ”

获 得 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10月 10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称，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中国制
造2025）创新创业大赛西南赛区正
式启动，10月31日之前，有意参赛
者还可通过网站http://kerong-
tong.cn/match2017/报名。

据悉，本次大赛由工信部软件

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中国产业互
联网发展联盟联合发起，分为华东
赛区、华南赛区、华北赛区、西南赛
区4个分赛区和北京总决赛，并增
设一个海外赛区。其中，西南赛区
由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
心、重庆市合川区政府联合主办，这
也是西南赛区第二次落户合川。

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大赛
西南赛区比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