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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空军招飞局成都招
飞中心了解到，四川省招收
空军女飞行学员从2018年
10月下旬全面启动，全川
共有700多名女高中生报
名，经过层层筛查，有98人
进入复选检测。据介绍，今
年西南片区共有1200余名
女高中生报名招飞，其中四
川占比近6成。

据空军年度招飞工作
安排，2019年度招收女飞
行学员的数量是40名，意
味着全国报名者争夺的“席
位”只有40个。

复检就如一场残酷的
淘汰赛。空军招飞局成都
招飞中心体格检测科科长
侯峰告知，复选体检近120
道“关卡”，既检身高、体重、
视力等有努力空间的内容，
也检前庭功能、晶状体情况
等先天决定的要素。

坐上特制的转椅，头靠
椅背的托架上，以 2秒/圈
的速度匀速转圈，持续49
圈……复检现场，转椅室的
画面最“丰富”：有考生脸色
苍白，跌跌撞撞走下椅子；
有考生中途叫停，直接溜倒
在地；也有考生面不改色，
稳稳通过。来自彭州中学
的高三女生邓美玲是转椅

检测项目顺利过关者之一，
“感觉有点像坐过山车。”她
觉得这跟小时候的锻炼有
关系，“从小跟着爸爸跑货
车，从不晕车。”

工作人员介绍，转椅是
对飞行员高空飞行的模仿，
是对考生先天能力的检
测。同转椅相类似的，还有
晶状体检。体检现场，不少
人被这一关卡住。“晶状体
浑浊影响视敏度、视野。”侯
峰介绍说，“这与视力无关，
哪怕裸眼视力C字表0.8以
上，也可能晶状体浑浊。”

值得注意的是，考生通
过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
理选拔后，必须高考成绩达
到当地一本线，才有投档资
格，空军将按“高考成绩与
当地一本线的比值”由高到
低顺序录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媛莉摄影报道

四川首单
直供港澳蔬菜

发车
22吨西昌辣椒将端

上港澳市民餐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肖
洋 徐湘东）1月2日，四川首
单直供港澳蔬菜发车仪式暨
西昌首届优质特色农产品年
货节举行。下午3点左右，一
辆大型货车载着22吨西昌辣
椒，从西昌市月城广场出发，
奔向2000多公里外的香港、
澳门。再过30多个小时，这
批优质辣椒，将被端上港澳
市民的餐桌。

据悉，这是西昌首次直
供港澳的辣椒产品，也是
2019年首单直供港澳的四川
蔬菜。

凉山州西昌市位于川西
高原的安宁河谷平原腹地，
雨量充沛、日照充足，80%以
上土地都可自流灌溉，水质
好、无污染，是发展喜温、喜
凉特色农产品的最佳生态
区。而蔬菜种植则是西昌的
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这
儿以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生
产为主，四季鲜菜不断，是全
国580个蔬菜产业重点县之
一，是四川省优质蔬菜生产
基地和攀西地区最大的蔬菜
生产基地。

2018年5月24日，西昌
市举行了出口中东及供香港
地区蔬菜首发仪式，实现了
四川洋葱首次出口中东地
区、首次供港。2018 年 12
月，西昌被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纳入四川蔬菜直供港澳基
地试点建设县。据西昌市蔬
菜事业管理局局长唐国兵介
绍，2018年 5月蔬菜出口中
东和供港，西昌的农产品受
到了当地市场的欢迎，他说：

“当地消费者认可我们的蔬
菜，觉得我们这儿的农产品
质量非常好。”

1月2日下午3点左右，
一辆大型货车载着22吨西
昌辣椒从西昌市月城广场出
发，开往港澳。这车辣椒，包
括红椒、黄椒和螺丝椒等多
个品种。

“上次洋葱出口中东及
供港，让我们感觉到西昌农
产品在品牌打造上还有不
足。”唐国兵说，以四川蔬菜
直供港澳基地试点建设县为
契机，2019年，西昌将在原
有供港农产品基地的基础
上，再建一批供港农产品基
地，加强农产品质量、提高

“西昌造”和“大凉山”农产品
知名度、提高群众种植水平、
保证群众收入。

今年春节前，还有 5趟
车将满载蔬菜从西昌出发前
往港澳。唐国兵说，据初步
估计，2019年，西昌发往港
澳市场的蔬菜将有500吨左
右。西昌冬春季节的辣椒
产品具有优势，他们将以此
为突破口，扩大农产品出口
品类和市场方向，春节过
后，西昌的洋葱、豌豆尖等农
产品也将出现在港澳市民的
餐桌上。

风 采改革先锋

在腾讯迎来 20 岁生日的
2018 年，马化腾做出了一个决
定：腾讯将进行大规模组织结构
调整，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
网转型。在实现了互联网与日常
生活深入融合之后，腾讯将探索
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变革。

1998 年，马化腾和几个同
学、朋友一起创立了腾讯公司，最
终形成QQ这款“国民软件”。当
时，很多人通过QQ认识了什么
是互联网。2010年以后，随着智
能手机普及，腾讯又开发出移动
互联网的入口——微信。

2013年起，马化腾开始积极
倡导“互联网+”概念。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他于 2015年提交了
《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 推进
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
议》。同年，推动“互联网+”被列
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了国家行
动计划。

现在，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

有互联网的生活。在广东，不久
前上线的“粤省事”政务微信小程
序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社保、生育、
公积金、出入境、驾驶证、完税证
明等460多项服务。

互联网还让原本分散的资源
汇聚成新的力量。从2007年成
立公益基金会至今，腾讯公益的
互联网平台上已有约2亿人次的
网民筹集了超过46亿元善款。

目前，腾讯为全世界10多亿

用户提供社交、通信、教育学习等
综合互联网服务。来自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
微信带动的信息消费达2097亿
元，拉动社会就业规模达2030万
人。

面向腾讯的下一个20年，马
化腾已经有了新的探索方向。他
说，“互联网+”正在进入“下半
场”，流量红利进入尾声，爆炸性
的用户增长放缓，市场机会正在
向产业互联网转移。

他表示，腾讯将利用云计算、
支付、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基础
设施，赋能产业合作伙伴，搭建新
一代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把消费
者和产业连接起来的方式，创造
新的价值。

“我们会继续沿着‘互联网+’
的方向深耕细作，努力成为各个
产业的数字化助手，积极助力经
济和社会发展。”马化腾说。

据新华社

面前的电视屏幕上，是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庄严的会
场。注视着屏幕的老人，端坐着，
哪怕是在轮椅上，脊背依然挺拔
刚直，一如他的性格。他胸前鲜
红的领带，绣着金色的国徽。

这位病痛缠身的84岁老人
已经无法亲到会场，接受国家和
人民对他的表彰。但他的心依
然与改革开放大业紧密相连。
他，就是曾宪梓。一个与金利来
领带相连的名字，更是一个与报
效国家相连的名字。

“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曾
经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这位20世纪70年代创业
成功的香港“领带大王”，对己，
克勤克俭；为国，慷慨解囊。在
他心底，埋着一颗年轻时种下的
种子——报效祖国。自1978年
对母校梅州东山中学捐建教学
楼开始，他的捐款便连绵不断，
投向内地教育、体育、航天、公

益，汇成他报效祖国的一股股清
流。他常说：“只要生意不破产，
只要我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
的回报，就一天也不中断。”

作为有名望的企业家、社会
贤达，曾宪梓全力以赴，支持内
地改革开放。他是最早一批为
内地改革建言献策的香港企业
家，也是最早投资内地者之一，
他更联络、动员、组织大批志同
道合者一起到内地投资办厂。

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事

件中，曾宪梓以其高度的历史责
任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组
织爱国团体，支持国家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他搜集整理各方意
见，积极参与回归政策制定；香
港出现市场动荡，他带头做稳定
工作；英方制造障碍，他敢言善
言，批驳错误言论，“不论谁损害
我们国家，伤害香港，我都不会
允许，都要据理力争。”

在五星红旗升起，香港回归
那一刻，他禁不住心潮澎湃，高
呼“祖国万岁！”那一刻也成为他
一生最骄傲、最高兴的时光而长
留心间。

到晚年，曾宪梓更关注传承
家国情怀。他把家业和对祖国
的责任一起传给三个儿子，更以
真挚的情感教导家乡学子一定
要“大气、爱国”。

这就是曾宪梓，一个心中时
刻装着国家、倾力支持改革开放
的香港企业家。 据新华社

马化腾：“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

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论坛上，马化腾发表主旨演讲。

曾宪梓：倾力支持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

曾宪梓在接受采访。

2019空军招收女飞行员在蓉启动复检

全川98名高中女生
挑战120道招飞体检关

泸定至石棉高速
通过环评拟今年开工

1 月 2 日，记者从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官网了解到，
泸定至石棉高速已正式

通过环评审查，拟于今年开工。
同时通过环评的，还有沿江

高速宁南至攀枝花高速，沿江高
速也是目前国内单体投资最大
的高速。

有效补充路网
泸定至石棉高速
拟今年开工

目前，省道211线连接着泸
定至石棉，这也是国道318、108
与雅西、雅康高速之间重要的交
通转换线路，如果其中一条高速
遇阻，便可借道省道211绕行。

2018年3月，受地质灾害影
响，雅西高速荥经至汉源段实施
交通管制，在两条应急通道开通
前，不少车辆便是行雅康—省道
211线，经泸定绕行至石棉，再上
雅西高速。但是，省道211线毕
竟只是省道，技术标准不及高
速，道路较窄、容易受自然灾害
影响。

2日，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官网公示，泸定至石棉高速已正
式通过环评审查，它起于泸定县
咱里村伞岗坪附近，接雅康高
速，至石棉县大杉树止点，对接
雅西高速。

这条高速全长96公里，双向
4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路基
宽度25.5米，设泸定南互通、海
螺沟互通、安顺互通、冷碛互
通、田湾河互通，全线均为沥青
路面。

由于途经川西山区，泸定至
石棉高速共设桥梁110座、隧道
25座，工程总投资约160亿元。

泸定至石棉高速建成后，将
成为雅西、雅康两大交通动脉间
的转换捷径，由于雅西、雅康经
常遭遇地质灾害，如果其中一条
高速中断，车辆便可借道泸定至
石棉高速绕行，这对于路网补充
有极大益处。

同时，这条高速也是一条旅
游高速，一条环贡嘎山旅游线路
正在形成，未来成都市民大可在
周末开上车，一路去海螺沟泡温
泉，跑马山上唱情歌，木格措里
寻芳草，新都桥边望原野。

国内单体投资最大
沿江高速宁南至攀枝花段
通过环评

作为目前国内单体投资最
大的高速公路，G4216线宜宾新
市至攀枝花段，又被称为沿江高
速，全长451公里，总投资约826
亿元。

1月2日，记者从四川省生态
环境厅官网了解到，沿江高速的
组成部分，G4216线宁南至攀枝
花段高速已正式通过环评审查。

根据规划，沿江高速分为三
段建设，分别为屏山新市至金阳
段、金阳至宁南段、宁南至攀枝
花段。

其中，宁南至攀枝花段高速
公路，主线起于宁南，接G4216
线金阳至宁南段高速终点，途经
凉山州宁南、会东、会理、攀枝花
盐边和仁和，止于攀枝花市仁和

区，接G4216线丽攀高速公路。
宁南至攀枝花段高速主线

全长 171 公里，采用双向 4 车
道，设计速度80公里，路基宽度
25.5米。

为了便捷连接沿途各区县乡
镇，除开主线，这条高速还建设了
长达43公里的连接线，连接宁
南、石梨、新街、会东北、会东南、
姜州、南阁、凤营、新九、红格和盐
边11处互通，便捷公众出行。

由于沿着金沙江一路西行，
宜攀高速也被称为“沿江高速”，
多次跨越金沙江和沿途山区，共
设206座桥梁、38座隧道，其中
宁南至攀枝花段，总投资约311
亿元。

沿江高速，也是四川继雅
西、雅康、汶马高速后，又一施工
难度极大的“超级工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

1月2日，2019年度面向全国招收第12批空军女飞
行学员，在成都启动西南地区的复选检测。即日起，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的报名者，将在空军招飞

局成都招飞中心相继接受复选检测。据介绍，接受空军招
飞考验的高中女生们，须相继完成近120项体检，从体格检
查科，到精益求精的眼科、耳鼻喉科等，每一关都是对身体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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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在转椅室，受检女生要坐上特制的转椅，头靠椅背的
托架上，以2秒/圈的速度匀速转圈，持续49圈。

②工作人员介绍，转椅是对飞行员高空飞行的模仿。

③1月2日起，西南地区的报名者，将在空军招飞局成
都招飞中心相继接受复选检测。

②

③

四川沿江高速示意图。制图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