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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峰

“这是去张家口的 G2481 次高铁
吗？”

一位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年大姐问记
者。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红彤彤的
脸上泛起了灿烂的笑容。

大姐自称姓李，是张家口市宣化区
崞村镇的农民，目前在外打工。

在2020年第一场雪后的清晨，参加
2020年“新春走基层”活动暨“脱贫攻坚
一线见闻”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与李大
姐就这样在北京北站不期而遇。

“头一次坐这趟车，只要一个小时就
到宣化，比以前快了俩小时呢。”李大姐
说。

李大姐所在的村子已于去年脱贫摘
帽，对于 2019年底京张高铁的开通，她
的愿望很朴实，“交通方便了，家乡的经
济能好起来，家里的杂粮卖个好价钱，让
手头更宽裕些，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和李大姐道别，记者踏上车箱的那
一刻，迎着冬日的朝阳，京张高铁复兴号
列车载着李大姐的愿望启动发车。

事实上，近几年随着高铁线路的密
集布局，一列列消费扶贫的幸福列车正
向着贫困地区驶去。

2019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购买和帮助销售
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1.75亿元。

京张高铁的宣传片刚放完，有着多
年扶贫工作经验的国铁集团扶贫办副主
任韩树青便走进车箱，热情地向采访团
的记者们介绍，创新消费扶贫方式，用消
费扶贫推动脱贫是国铁集团精准推进铁
路定点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他解释
道，消费扶贫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铁路单

位、职工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以及
持续开放铁路站车市场销售贫困地区农
产品的方式。组织路内各单位在采购职
工福利和职工食堂、配餐中心、疗养基地
餐料时，按市场化原则，同等条件下优先
采购，最大限度组织铁路单位职工参与
消费扶贫。

为助力贫困地区企业和产品拓展销
售渠道，帮助贫困地区群众稳定增收，打
赢脱贫攻坚战，国铁投入1400余万元建
成面向 12306广大受众、铁路内外部企
业等的12306扶贫商城、快运商城、快运
商城扶贫专区、建行善融商城铁路扶贫
馆等电商扶贫平台，对入住企业免收平
台费，为广大受众线上线下参与消费扶
贫建立新的通道。

铁路12306扶贫商城于去年底上线
试运营，商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电商+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直采直销模
式，入驻商户和产品由当地政府和铁路
部门共同进行推荐和审核，对相关资质
和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韩树青介绍
说，国铁持续开放铁路站车市场，组织11
家企业41种产品在20个车站、88对高铁
列车上销售，将公益性"慢火车"打造成
为乡村农贸市场，为贫困群众销售农产

品提供条件。同时，动员参与铁路建设
的施工单位等购买贫困县农产品。

看到采访团的记者们对消费扶贫的
话题很感兴趣，于是，韩树青又讲述了几
个精准扶贫故事：“您买的鲜花或许就是

‘幸福列车’自云南采购的‘扶贫花’。云
南素有‘花卉王国’之称，鲜花市场占有
率全国第一，每年数以亿计的鲜花运输
至全国。铁路部门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推
出‘高铁+扶贫’运输新模式，为云南鲜花
等精准扶贫地区的农产品提供运输服
务，花农们终于不再为鲜花的销路犯
愁。如今，平均每天有15吨鲜花通过高
铁和普客销往全国各地。”

“果蔬专列”让百色果农绽放幸福笑
脸。广西百色的亚热带水果丰富，但销
售难制约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韩树
青说，去年春节前，国铁安排3列“百色一
号”果蔬年货专列，满载 1500吨百色右
江谷产的香蕉、沙糖桔、圣女果等水果，
一路北上，直达北京大红门车站，既实现
了消费扶贫，又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及周
边地区的菜篮子。百色一号果蔬绿色专
列是国务院实施南菜北运惠民工程的重
点项目，也是我国首条南菜北运铁路绿
色通道。统计显示，“果蔬专列”运行6年

来，累计开行112趟，运量近4万吨，一举
解决了南方产区“卖难”和北方销区“买
贵”的问题，消费扶贫为百色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每年解决扶贫
就业超4000人次。

铁路消费扶贫的故事还有太多太
多：穿行在大凉山里的扶贫慢火车、坐着

“大蓬车”赶巴扎、一元火车票的民生情
怀……它为贫困地区百姓带去的不仅仅
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生活的
幸福感，采访团的记者们也为此而感动
着。

“京张高铁最高设计时350公里，从
北京至张家口最快运行时间由目前的3
小时7分，压缩到47分钟。”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副主任
钱征宇不无自豪地向采访团的记者们
说，这条线路将服务居民出行、旅游开发
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列
车，京张高铁从八达岭长城脚下穿过，与
100多年前的京张铁路齐行，实现了跨越
百年的梦想，这无疑让沿线贫困地区百
姓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就如同李大姐所
愿。消费扶贫的幸福列车正呼啸而来，
相信，李大姐的愿望不久将变为现实。

消费扶贫的幸福列车呼啸而来
本报讯 2020年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96个
项目和12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46项，其中一等奖1项、
二等奖4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5项，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5项，
其中特等奖 3项、一等奖 22项、二等奖 160项；授
予 10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黄旭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
存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
座。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
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他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为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委员，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代表及亲属代表，首都科技界代表和学生代表等
约3300人参加大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何烨副会长带队中轻联
提名的获奖项目团队参加了此次奖励大会。此
次的获奖项目中，轻工行业共有8个项目获奖，其
中 3个项目是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名的，分别
为广西大学王双飞教授牵头完成的“大型二氧化
氯制备系统及纸浆无元素氯漂白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江苏大学邹小波教授牵头完成的“特色
食品加工多维智能感知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王守伟主任牵头完成的“传统特色肉制品现代化
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这些项目是从近四年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项目中，优中选优后提名

的，代表着轻工相关领域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较高水平。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是中国科技界的年度盛事，是对每一位科

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肯定与鼓励。每一位获奖者、每一个获奖项目备受国人关注，
这些科技成果既代表着我国科技实力，同时也彰显着民族自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号召轻工行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向获奖者学习，瞄准科技前沿，不畏艰难、潜心钻
研、勇攀高峰，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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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型二氧化氯制备

系统及纸浆无元素

氯漂白关键技术及

应用

特色食品加工多维

智能感知技术及应

用

淀粉加工关键酶制

剂的创制及工业化

应用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完成人）

王双飞（广西大学）、孙润仓（北京林业大学）、杨崎峰（广

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聂双喜（广西大学）、

詹磊（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覃程荣（广

西大学）

邹小波（江苏大学）、陈全胜（江苏大学）、石吉勇（江苏大

学）、李国权（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张春江（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赵杰文（江苏大学）

吴敬（江南大学）、李兆丰（江南大学）

陈 晟（江南大学）、宿玲恰（江南大学）、谢艳萍（湖南汇

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赵玉斌（山东省鲁洲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提名单位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类别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一等奖奖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二等奖奖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二等奖奖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二等奖奖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二等奖奖

项目名称

制浆造纸清洁生

产与水污染全过

程控制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传统特色肉制品

现代化加工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

玉米精深加工关

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

柑橘绿色加工与

副产物高值利用

产业化关键技术

功能性乳酸菌靶

向筛选及产业化

应用关键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

陈克复，应广东，徐峻，张凤

山，李军，曹衍军，乔军，李

晓亮，莫立焕，安庆臣，冯郁

成，曾劲松，周景蓬，张伟，

韩文佳

王守伟，孔保华，乔晓玲，赵

燕，李家鹏，陈文华，臧明

伍，李莹莹，施延军，宋忠祥

刘景圣，闵伟红，王玉华，龚

魁杰，刘晓兰，郑明珠，许秀

颖，蔡丹，孙纯锐，武丽达

单杨，李高阳，付复华，苏东

林，汪秋安，曲昆生，张菊

华，刘伟，丁胜华，沈凡超

顾青，何国庆，李平兰，李言

郡，郦萍，朱立科，阮晖，陈

波，赵广生，林枫翔

项目完成人

华南理工大学，山东太阳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泰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工

业大学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

心，东北农业大学，湖南唐

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金字

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皇

上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齐齐哈

尔大学，吉林天景食品有限

公司，诸城兴贸玉米开发有

限公司，黄龙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烟台安

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东莞

波顿香料有限公司，湖南大

学，绵阳迪澳药业有限公司，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浙江大学，杭州娃哈哈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一鸣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美华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新希望双峰乳业有限公司

提名单位

教育部

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

吉林省

湖南省

浙江省

轻工行业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轻工行业荣获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项目

本报讯（记者 佟强）1月 12日，黑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
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环球剧场开幕。会议
将听取过去一年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报
告，讨论确定2020年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审查黑龙江省 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

黑龙江省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黑龙江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补选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决定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
任委员。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地方两会

2019年贸易顺差2.92万亿元 扩大25.4%
海关总署 1月 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8年增长 3.4%。其中，出口 17.23万亿元，增长 5%；

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贸易顺差2.92万亿元，扩大25.4%。海关总署表

示，2019年我国外贸发展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态势。

（北 商）

本报讯（记者 李俊文）1月12日下午，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
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
羽介绍相关情况。

据介绍，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定于1月13日至18日在太原召
开。大会正式会期5天，共八项议程：一是听
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是审
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三是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
西省2019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
准山西省2020年省本级预算；四是听取和审
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五是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的议案；六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七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八是选举及其他事项。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坚决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历次全会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真抓实干、担当进取，坚持以转型为纲、项
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推动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为
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夺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特邀在晋两院院士列席开幕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并召开 本报讯 1月13日晚，记者从江
西省 2020年“两会”情况通报会上
了解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
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1月14日上午9时在滨江宾
馆大会堂开幕，17日下午闭幕，会期
4天。

根据安排，会议主要议程共有
七项：一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奇
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二是听取和
审议政协江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是听取和审
议政协江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省政协第十二届第二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四
是列席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江西省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五
是审议通过政协江西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六是审议通
过政协江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提案委员会关于省政协第十
二届第三次会议提案初步审查情况
的报告；七是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据了解，本次大会期间，将安排
2次大会发言、3次小组讨论、1次界
别联组讨论，1次提案办理协商会。

本次全会与去年相比，主要有
几个亮点：

一是本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后，
省政协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继往开来、意义重大。会议把学
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贯穿始终。
二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同

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介绍江西
改革发展取得的最新成绩，勉励委
员继续忠诚履职，凝聚人心，鼓舞干
劲。这是刘奇同志连续两年出席省
政协全会并讲话。

三是全国政协派出人员全程观
摩会议召开情况，了解我省政协特
色亮点工作。这是全国政协首次向
我省政协全会派出人员观摩。

四是提案委员会全部委员参与
提案审查工作，对标新修订的提案
工作条例从严把关。并首次邀请专
家组成员列席提案委员会全体委员
会议，参加提案办理协商会，发挥

“智囊团”作用。
五是委员大会发言以界别身份

出现，突出界别特色，并首次安排委
员就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作大会发
言。

六是优化小组讨论互动环节，
政协委员与部门领导直接面对面协
商、点对点交流，一问一答、有来有
往，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一体设
计、相互赋能。

（邓艺童）

江西进入“两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