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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
长习近平6月2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注重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
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
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
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
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
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
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
目标聚焦发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祁连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
工作实施方案》、《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改革方案》、《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
分处理建议办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总体方案》、《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
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全国和
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关于
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规定》、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
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
方案》。会议审议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福建）推进建设情况报告》、《中国（广
东）、中国（天津）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两年进展情况总结报告》。

会议强调，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是
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要按照依法有序、积极
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要
求，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
制，提升审判效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
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
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会议强调，改革成效要靠实践检验，
既要看单项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
综合成效。各有关方面要对已经出台的
改革方案经常“回头看”，既要看相关联
的改革方案配套出台和落实情况，又要
评估改革总体成效，对拖了后腿的要用
力拽上去，对偏离目标的要赶紧拉回
来。 据新华社

经济学家张其佐撰文：
习近平总书记
调研脱贫攻坚
重申庄严承诺意义重大

6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山西吕梁山区，调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大计。他再次强调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
早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
记者见面时就提出过的庄严承诺，并勉励
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的战略定力
和直面难题的勇者担当，折射的是共产
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不变初
心。

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庄严承诺，意义
重大，重点就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也是“十三五”时期必须完
成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
于引领地位的总目标、总钥匙、总抓手，
而且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小康社会。
尤其应当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
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
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现在，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3年时间，其任
务之重、难度之大、时间之紧，都是前所
未有的。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深深的牵挂。

事实上，过去的五年是我国砥砺前
行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集全党智慧，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在把对人民的庄
严承诺变为美好的现实。这五年，中国
变化之大，令人瞩目，成就斐然，举世公
认，堪称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
中，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风险
隐患增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把控大
势、攻坚克难、改革清障，取得了伟大成
就。

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着
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从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从
严治党誓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到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
态，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理论体系，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新境界，为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
年”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
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就必然会如期实现。

据中国经济网

体验一：稳
硬币轻松立上一分钟

“稳！”正如王女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的那样。搭乘“复兴号”的多
位乘客，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那么，“复兴号”到底有多稳呢？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该局
工作人员在发往北京的列车上见证
了一个小试验——看看硬币究竟能
立多久？“轻轻松松一分钟”。对此，
不少网友跟帖称，“厉害了我的‘复兴
号’”。记者了解到，这样的“趣味试
验”，当天并非一例。

其实，在“复兴号”成功运营的背
后，满满是励志故事。北京铁路局的
一位“老铁路人”，用四个字形容中国
铁路的发展历程——“砥砺前行”。

体验二：智
车头增设碰撞吸能装置

乘坐高铁，人们最关心的是够不
够安全。

“复兴号”上，技术人员设置了智
能化感知系统，全方位建立强大的安
全监测系统。全车有2500余个传感
器，比以前动车组多出500余个。这
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样，时时刻刻对
列车的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
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
行监测。

铁科院首席研究员陆阳说，列车
出现异常时，系统可自动报警或预
警，并能根据安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
或停车措施。此外，列车采用了以太
网技术，通过远程数据传输，可在地
面实时获取车辆状态信息，提升同步
监测、远程维护能力。

主动安全之外，还有被动防护。
在流线型车头的整流罩里，有一个7
米多宽、2米多厚的“方盒子”。铁科
院机辆所研究员张波介绍，这是防爬
吸能装置。如果列车“不幸”撞上落
到铁轨上的岩石，为了防止头车在碰
撞下“爬升”，甚至反而倒向后车的情
况，这个装置能吸收相当于将210吨
物体提升一米所需的能量。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防护，“复兴
号”的头车采用了车钩缓冲装置、防
爬吸能装置和车体结构三级吸能设
计，为的就是防止司机室和乘客车厢
出现大变形，保护人员安全。

说完大安全，再来看小特色。移
动互联网时代，“复兴号”也紧追潮流：
车厢内设置不间断的旅客用220V电

源插座，实现WiFi网络全覆盖。

体验三：型
“内心一致”实现标准化

中国标准动车组的“中国”二字，
意味着我国高铁已从“洋基因”、“混
血儿”到了由内而外的自主，尤其是
软件全为自主开发。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得的
数据显示，在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过
程中，涉及的254项重要标准，中标
占了84%。

据介绍，中国标准动车组整体设
计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
等关键技术均为自主研发。而部分
技术实现的新提升，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与其他国家无知识产权纠
纷。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标准”二字，
意味着什么？俗话说，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别看这两列标准动车
组外型略有差异，但它俩“内心”却高
度一致。用行话讲，就是实现了高速
动车组的标准化。它意味着今后高
铁列车都能连挂运营，互联互通。只

要是相同速度等级的车，不管哪个
厂、哪个平台出品，都能连挂运营，不
同速度等级的车也能相互救援。

体验四：快
420公里时速交会
创“世界首次”

“复兴号”究竟能跑多快？别着
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25日，当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叶阳升带领
2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复兴号”命名
仪式时，这个从铁科院成长起来的铁
路专家，思绪被拉回了一年前。

去年7月15日，两列标准动车组
在郑（州）徐（州）高铁上分别以420
公里的时速“亲密交会”，1秒间飞驶
117米，成功完成世界最高速的动车
组交会试验。

那次综合试验，叶阳升是全程参
与者。那次试验意味着什么？“它进
一步验证了中国标准动车组整体技
术性能，并首次实现动车组牵引、制
动、网络控制系统的全面自主化。”在
该院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张波眼
中，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成功，更标
志着我国铁路已建立基于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速动车组技术平台，拥有了
参与国际铁路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

体验五：爽
票价不变，舒适度提高

记者还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负
责“复兴号”首发任务的，都是“厉害
角色”。比如，北京机务段动车组京
沪高铁车队队长麻然松，不仅是京沪
高铁首批司机，还见证了我国铁路机
车的四代变迁。

除了麻然松，还有李东晓。47
岁的他是中国首批高铁司机，更被誉
为驾驶中国高速列车的“第一人”。
更参与编写过《神州号内燃动车乘务
员实用手册》及《神州号内燃动车经
济操纵法、保养法》……

此外，记者从北京南站获悉，“七
一”调图后，采用“复兴号”运行的列
车将增至4趟。关于乘客关心的票
价和速度，南站方面表示，与现有“和
谐号”相同，“不过舒适度会大有提
升”。此外，定员数量“较之前车型将
增加20人”。

“复兴号”已经上路，“中国速度”
还将提升。

“复兴号”有多稳？
硬币轻松“站立”一分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现场直击最新版中国高铁“复兴号”首发

““复兴号复兴号””
五大优势五大优势

寿命更长寿命更长
整整车性能车性能

指标实现较大提指标实现较大提
升升，“，“复兴号复兴号””的的
设计寿命达到了设计寿命达到了
3030年年，，而而““和谐和谐
号号””是是2020年年。。

身材更好身材更好
采用全新采用全新

低阻力流线型低阻力流线型
头型和车体平头型和车体平
顺化设计顺化设计，，车型车型
看起来线条更看起来线条更
优雅优雅，，跑起来也跑起来也
更节能更节能。。

容量更大容量更大
““复兴号复兴号””

空间更大空间更大。。空空
间增大的情况间增大的情况
下下，，列车运行阻列车运行阻
力力、、人均百公里人均百公里
能耗和车内噪能耗和车内噪
声明显下降声明显下降。。

26日11点05分，
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123次“复兴号”列
车，缓缓驶出北京南
站1站台。几乎同时，
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
上海，G124次“复兴
号”列车驶离上海虹
桥站台，开往北京南
站。

世界建设等级最
高的京沪高铁，是“复
兴号”正式双向首发
的舞台。它们共同迎
来了一个时代：中国
标准动车组时代。“复
兴号”的投用，是中国
高铁发展史上浓重的
一笔。首次实现了动
车组牵引、制动、网络
控制系统的全面自主
化，标志着我国已全
面掌握高速铁路核心
技术。在254项重要
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体系完整、结
构合理、先进科学的
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
体系，标志着我国高
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
现自主化、标准化和
系列化，极大增强了
我国高铁的国际话语
权和核心竞争力。

这是中国高铁告
别跟跑者历史、驶向
领跑者位置的新征
程，更意味着中国科
研人，向着世界科技
强国这一目标又迈进
了一大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许雯 卢荡

北京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北京铁路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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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首发
为何选在
京沪高铁？

2011年6月30日，全长
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交
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时回忆，6年前京沪高铁通
车伊始众说纷纭，京沪段航
线各个航空公司如临大敌，
担心对民航客流带来巨大冲
击，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京沪
高铁规划太超前，社会根本
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如今京沪高铁日均运送
旅客50.5万人次，是我国最
繁忙的高速铁路干线。“按照
世行评估，京沪高铁有50%
的客流是高铁线路开通后诱
生出来的。”张国华告诉记
者。

因工作需要，张国华常
在京沪间往返，在他的印象
中，京沪高铁提前一天都买
不到票，京沪航线的航班经
常一票难求，直飞航班通常
是200多座的大飞机，上座
率特别高，基本满员。他认
为，随着北京、上海间经济联
系程度不断加强，两地间的
经济商务活动频次也持续走
高，京沪线需要更高效的交
通支持。

“复兴号”设计时速最高
可达400km/h，那么理论上
乘客4个小时内就能实现北
京上海两座城市间的通勤。

“从北京南站搭地铁到天安
门25分钟，上海虹桥搭地铁
到人民广场35分钟，未来京
沪间高铁若能在4小时直达
的话，5个小时左右就能解决
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高效联
接。”张国华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动
车组提速后，将进一步加剧
铁路与航空之间的竞争。在
张国华看来，高铁和航空两
种出行方式仍在博弈，但不
是恶性竞争，而是良性竞争，
只有竞争才能有更好的服务，

“最直接的感受是京沪航线航
班的准点率在不断提升。”

“真的好稳！”走下“复兴号”的旅
客王女士，高兴的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作为首批坐上“复兴
号”的乘客，自己觉得特别骄傲。

6月26日16时55分，在驶离上海5
小时50分钟后，G124次列车抵达北京
南站。与此同时，G123列车也如期
抵达上海虹桥。至此，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完成了正式首发。

用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
经理陆东福的话说，命名“复兴号”，
展示了中国铁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人民生活新时空的美好愿景。

舒适度更高舒适度更高
““复兴号复兴号””

通过隧道或交通过隧道或交
会时会时,,减小耳部减小耳部
不适感不适感；；设有多设有多
种照明控制模种照明控制模
式式，，车厢内实现车厢内实现
WiFiWiFi全覆盖全覆盖。。

智能性更强智能性更强
““复兴号复兴号””设置设置

智能化感知系统智能化感知系统，，全全
车部署车部署25002500余项监余项监
测点测点，，比以往监测点比以往监测点
最多的车型还多出约最多的车型还多出约
500500个个。。在车头部在车头部
和车厢连接处和车厢连接处，，还增还增
设碰撞吸能装置设碰撞吸能装置。。

6月26日，“复兴号”列车首发成功。

“复兴号”列车动妹。

“复兴号”列车颜值很高。

“复兴号”列车座椅下的USB插座。

“复兴号”首发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