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体育08 2020年11月29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蔡矜宜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17号 广告部电话：（0731）84326026、84326024 邮箱地址：4326042@126.com 零售：每份2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0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努 力 建 设 高 素 质 劳 动 大 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至关重要。”在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
的竞争，强调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
大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提高劳动
者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职
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
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提出
25条改革举措，涉及产业工人思想引

领、技能提升、作用发挥、支撑保障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为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2018 年，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的意见》，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
制，进一步鼓励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激发技术工人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目前，我国就业总人
口中技术工人近 1.7 亿，占 25%，其中
高技能人才近 4800 万。实践充分证
明，只有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
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
略任务抓紧抓好，为劳动者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
件，才能更好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
动群众主力军作用。

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
创造能力就越大。提高包括广大劳动
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
展的长远大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
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要求“加快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我
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树立终
身学习的理念，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
考的习惯，实现学以养德、学以增智、
学以致用。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需要，密切关注行业、产业
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
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要完善

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各层次各类
型职业教育模式，为劳动者成长创造
良好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队
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
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要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培
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提高技能人
才待遇水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
通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激励更
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和大国工匠。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
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
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产业工人
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
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

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要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落实产业工人思想
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
队伍壮大等改革措施，造就一支有理
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新时代是在奋斗中成就伟业、造
就人才的时代。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
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
手好技术，就一定能立足岗位成长成
才，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洪流中勇
立潮头，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生
中有所作为，在铸就新的历史伟业的
新征程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载
11月29日《人民日报》）

28 日 8 时 30 分许，一阵汽笛声
响，创造了 10909 米中国载人深潜新
纪录的“奋斗者”号，完成第二阶段海
试，胜利返航。

1个多月时间，累计完成13次下潜，
其中8次突破万米。10909米的纪录，让
人类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有了新坐标。

海底1万米的世界，有多大魅力？
中国的深潜勇士们，经历了怎样的艰
险？载人深潜精神又将如何助力中国
勇攀深海科技高峰？

中国跻身
深潜世界“排行榜”前列

大洋之底，马里亚纳海沟，迎来
“奋斗者”号的无声问候。我国从此具
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
索和研究的能力。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球第四极”，
水压高、完全黑暗，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
的区域之一，其最深处约11000米，相当
于珠穆朗玛峰叠加华山的海拔高度。

11月10日清晨，载有3名潜航员
的“奋斗者”号从“探索一号”母船机库
缓缓推出，被稳稳起吊布放入水，近4
小时后，“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下潜深
度达 10909 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
新纪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全球范围看，大深度载人深潜
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关口。

2012 年，7000 米级“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问世，创造当时同类作业型
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 7062 米的世界
纪录；2017年，4500米级“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获得突破，实现“关键技
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

攻关不停步，海洋科技必须自主自强。
作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个

核心研制项目，“奋斗者”号实现了跨
系统、跨单位、跨部门的大团队合作。

“十三五”以来，科技部会同中国科
学院、中国船舶集团，组织近百家科研
院所、高校、企业近千名科研人员，经过
艰苦攻关，成功完成“奋斗者”号的研制
工作。自2020年7月起，“奋斗者”号先
后赴南海、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海域
分阶段进行了海试验证，累计完成30次
下潜，其中8次突破万米。

关键技术“护航”万米深潜

“奋斗者”号的特殊本领，可以用

五个关键词来概括。
——设计。

“奋斗者”号下潜到万米深海，还
要携带 3 名潜航员长时间稳定作业，
设计难度可想而知。

设计人员针对超高压复杂环境，采
用多系统融合集成设计，使“奋斗者”号
潜浮速度、舱内空间使用率等指标大幅
提升，同时通过载人舱实时监测和评估
策略，实现潜水器优良的机动性能和安
全性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抗压。
在万米深海，水压超过110兆帕，

约合1千个标准大气压，相当于2000
头非洲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这种极
端压力条件下，按照载人舱的目标尺
寸和厚度要求，以往深潜器使用的材
料已经不能满足要求，需要找到一种
高强度、高韧性、可焊接的钛合金。

科研团队历时数年，自主发明了
特殊钛合金材料，又通过攻克高强度、
高韧性钛合金焊接技术，成功解决了
载人舱球壳的建造难题。

——操控。
潜水器去到万米深渊，可不只是

“到此一游”，还要完成岩石、生物抓
取，以及沉积物取样等精准科考作业。
这需要灵活的机械手、智能化控制系
统和电动观测云台。

贴海底自动匹配地形巡航、悬停
定位、液压机械手持重能力超过60公
斤……针对深渊复杂环境，“奋斗者”
号实现了高精度航行控制、全景科学
观测、高精准作业取样等功能。

——通信。
水声通信是“奋斗者”号与母船

“探索一号”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实
现了潜水器从万米海底至海面的文
字、语音及图像的实时传输。

相较“蛟龙”号与“深海勇士”号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的声学系统实
现了完全国产化，技术指标更高。

——浮力。
载人潜水器“下得去”，还得“回得

来”。这里面的关键是固体浮力材料。
这种材料既要密度低，又要耐高水压，
制备技术难度大，世界范围内仅有少
数几个国家掌握。

经过持续攻关和多番论证，一种
高强空心玻璃微球脱颖而出，兼顾了
材料的密度与强度，实现了浮力材料
的重大突破。

载人深潜精神立典范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与载人航天一样，载人深潜也秉

持了“一棒接着一棒跑”的传统，形成
了一批领军科学家队伍。

“‘奋斗者’号部件的国产化率超

过了 96.5%，具备了全海深进入探测
和作业的能力。”

“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
攀高峰”——在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激励
下，“奋斗者”号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
发的宝藏。6500 米以深的深渊，是国
际公认的解决生命起源、地球演化、气
候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前沿领域。

随着“奋斗者”号成功完成万米海
试并返航，一系列科研成果将为人类
揭开更多海洋奥秘。

“奋斗者”号的研制，还有效带动
我国深海通用元器件、高性能电池、精
密传感器、特种功能材料等深海通用
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

按照“没有单位、只有岗位”的理
念，我国吸引和汇聚陆地与空天高科
技力量下海，组织全国近100家单位，
形成了大协同的深海科技创新体系。

此外，“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海
翼”号水下滑翔机……新装备层出不
穷，新纪录如约而至。我国形成了从
1000 米、4500 米、7000 米到万米级
全海深潜水能力，作业功能覆盖海洋
科研、大洋矿产资源开发、搜救打捞、
旅游观光等方面。

深海世界，我们来了！
在探索海洋的道路上，中国不会

止步。在认识、保护、开发海洋的道路
上，人类的新征程刚刚启动。

（据新华社三亚11月28日电）

海 底 1 万 米 ，你 好 ！
——“奋斗者”号标注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

促共识，谋共赢
——东南亚国家政党人士

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合作
据新华社南宁11月28日电 多名东南亚

国家政党人士日前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
办的政党对话会上表示，党际外交在国际关
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协调作用，当下东盟
和中国的合作迎来新机遇，未来各方需进一
步增进共识、推动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以“促进新时代中国-东盟合作：政党的责
任和担当”为主题，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国家政
党对话会26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也是中国共
产党首次同东南亚国家政党举办多边对话。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阵线中
央委员会主席赛宋蓬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此次对话
充分展现出各国政党开展建设性对话沟通的积极
意愿，和致力于推动党际合作更加高效、更高质量
发展的共同期待，有利于提高各政党在本地区的影
响力，更好满足新时期各自的政治任务需要。

此次对话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中方
首次同外国政党举行大规模、高层级政党对
话，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十四五”规划《建
议》将孕育出中国-东盟合作新的增长点。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副会长、国际贸易和工
业部副部长林万锋说，东盟与中国要互相配合，
发挥海陆空全方位地缘优势，打造互惠、互利、
互补的战略合作模式。中国关于“十四五”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设计与东盟各国未来发展
蓝图相对接，将为东盟-中国合作注入新动力。

在对话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的正式签署成为热门话题。应国
泰认为，RCEP的签署恰逢其时，当前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正在抬头，RCEP的签署代表着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领导人、众议长
贝拉斯科在视频致辞中说，RCEP 的签署将
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潜力。在政党引
领下，东盟-中国合作的民意基础将更加牢
固。他建议各方充分发挥技术和媒体的作用，
增进东盟和中国在政治安全合作、经贸往来、
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友好关系。

谢卓芳

邕江之畔，山海之约，11月27日，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简称东盟
会）如期举行。在2020年疫情特殊背景
下，东盟会的顺利举行充分体现了中
国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坚定决心。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自2004年至今，
已成功举办17届的东博会，构建了中国与东
盟在多个领域的协调合作机制。17年来，东
博会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有利
推动了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
亲。东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享有天
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从2010年1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到如今
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
东盟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十年来，中
国-东盟贸易额实现翻倍，从2010年的
2928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6415亿
美元；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9.8%降
至0.1%。今年前三季度，全世界都笼罩
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中，中国东盟贸易额
逆势增长，同比增长5%。这十年，双方
经贸合作有力促进了彼此发展繁荣，堪
称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黄金十年”。

中国与东盟国家休戚与共，患难真情。
在疫情刚刚发生，中国抗疫最吃紧的时刻，
东盟国家积极向中国捐赠物资，为中国抗
疫加油鼓劲。东盟国家进入抗疫关键时期，
中国不仅多次向东盟国家捐赠抗疫物资，

还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友
好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历久弥坚。

随着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东盟
各国疫情缓解，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
深化抗击疫情合作、推动疫后经济复
苏，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前不久签署的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ECP），让中国东盟“亲上加亲”，中
国-东盟经贸合作必将取得更大进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无论是团结抗疫，还
是经贸往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生机勃
勃，回响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沉
共鸣。可以预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恢复
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将通过东
博会，创造更多商机，促进地区经济复
苏，也为晦暗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光亮。

伊一高级核物理学家
遇袭身亡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7日电 伊朗国防
部27日说，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克
里扎德当天在首都德黑兰附近遭遇“武装恐怖
分子”袭击，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伊朗媒体报道，法克里扎德是伊朗国防
部核计划负责人，当天下午在德黑兰东北60公
里处的阿布沙德村遭遇袭击。据目击者说，法克
里扎德乘坐的汽车当天在该村一条主要街道上
行驶时爆炸，随后发生枪击，造成多人死亡。

乘势而为 迈向下个“黄金十年”

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长沙举行

243名小“佐罗”比拼剑术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王

亮）今天，2020年湖南省青少年击剑锦
标赛在省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长沙市
体艺后备人才基地长沙市长雅中学体育
馆举行，来自长沙、常德、郴州、衡阳等12
个市州队伍、243名击剑运动员参加。

本次赛事是省内级别最高、影响最大
的青少年击剑赛事，旨在进一步推动击剑
运动在省内的普及与发展，挖掘击剑后备
人才。赛事为期两天，设男、女甲乙四大组
别，每个组别设花剑、佩剑、重剑三个小
项，分别展开个人和团体的争夺。

全省青少年体育系列锦标赛由省
体育局和省教育厅联合下文、共同办
赛，于今年9月份展开，为全省青少年
提供了展示和锻炼的舞台。本次击剑
锦标赛是本年度青少年体育系列锦标
赛的收官之战，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
主办，长沙市体育局、长沙市教育局、
省击剑协会承办，开福区教育局、长沙
市长雅中学、湖南省振翔青少年击剑
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图为“探索一号”科考船回收“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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