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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总公司 3 月
22日发布消息称，全国铁路
将于4月10日零时起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部分城市
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进一
步缩短，高铁列车将根据需
求每日动态调整运行方案。
调图后，兰州至成都、北京至
青岛、北京至兰州间的高铁
列车运行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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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3
月21日，省政府网站公布了2018年
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名单，授予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
计研究所杨伟院士“四川省科学技
术杰出贡献奖”。287个项目获四
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较上一年度增
加6个。

其中，“针对肿瘤微环境的新型
靶向干预治疗的基础研究”等34项

成果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功率集成电路高能效高精
度关键技术”等81项成果获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除尘专
用高效玻璃纤维覆膜过滤材料”等
172项成果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

杨伟院士是我国优秀的飞机总
设计师，此前曾担任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

师兼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主持
歼-20战机的设计工作，现任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在主持研制歼-20飞机的过程
中，杨伟创新性地研发了“升力体边
条鸭式气动布局”，研究提出多种隐
身方案与措施，构建了飞机大系统架
构，实现信息高度融合和统一管控，
极大地提高了系统效能。

此外，他还主持建立了基于统一

光纤互联的开放式、模块化新一代航
电系统体系架构，有效实现“综合探
测、综合识别、综合干扰、综合打
击”。歼-20飞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
我国航空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
历史性跨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
个装备第四代战斗机的国家，对捍卫
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起到重要作用，
引领了航空工业以及军工电子工业
的科技创新。

我省科技进步奖名单公布 共287个项目

歼-20总设计师杨伟获科技杰出贡献奖

2018年7月，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林业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罗建勋，一脚踏进宜宾筠连

县漆树产业基地。
烈日下，罗建勋蹲下身，查看漆树，

“长势还不错！”望着老乡期待的眼神，
他抛出一句话，让老乡的心安稳了不
少。

这天，罗建勋与当地项目单位共同
签订了长期帮扶协议。通过持续不断
的智力帮扶，筠连县在漆树技术人才培
养、产业项目提档升级方面效果明显，
筠连漆树大产业正上升为四川林业科
技示范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罗建勋下田，只是专家下
基层展开智力服务的一个缩影。

3月23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去
年，全省共组织开展了19期专家智力服
务基层示范活动，169名专家与140家
项目单位签订182个长期帮扶协议。

今年，省人社厅拟邀请1000人次
左右的高级专家和高层次人才深入全
省100个左右县（市、区），并示范带动
全省1万人次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
常年在基层开展智力服务，同时邀请外
省专家来川开展智力服务。

精准服务
根据基层需求选拔专家
对症下药，服务才能更精准，“这

两年来，青城山大力发展打造养生农
业品牌，从无到有，现在已初具规
模”，都江堰市青城山农业林业综合
服务站站长王天祥坦言，这离不开前
来对口帮扶的专家们。

2017年和2018年，省人社厅选
派两名专家到青城山农业林业综合
服务站进行帮扶，指导当地因地制

宜发展养生农业。对口专家一方面
了解青城山生物多样性具体情况，
提出利用青城山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与厚重的药王长寿文化优势，发展
道地川药；另一方面形成一套完整
的养生农业建设方案，目前已初具
规模。

“为了实现精准服务，在每次援
助项目和专家选拔上，我们都会根
据基层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拔。”省专
家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每年年
初，省人社厅会组织各地对专家智
力服务基层进行申报，“对精准扶贫

‘四大片区’88个贫困县中申报教
育、卫生、农业、畜牧、旅游、科研、高
新企业等领域智力需求的，给予重
点支持。

“主要根据基层实际需求选拔专
家。”该负责人表示，今年，省人社厅
将从专家人才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大中型国有企
业，邀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高技能人才、省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二级岗位人员、省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家、在站博士后、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
技术人才，以及面向全国邀请部分高
级专家等，参与我省专家智力服务示
范活动。

同时，省人社厅还将扩大专家选
拔面，加强与人社部专家中心，浙江、
上海等兄弟省（市、区）的合作，通过
签订专家资源共享协议，邀请外省
（市、区）专家来川开展智力服务。

长效机制
建立一支长期专家服务队
“接地气”的援助后，更多的长效

机制也被逐渐探索出来。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组织专家智力服务基层，具体帮
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培养急需人

才、解决技术问题、建立长效机制。
其中，鼓励和支持专家利用专业

优势和项目单位签订长期智力服务
协议；引导和支持专家在服务地建立
专家智力服务基层示范基地，促进成
果转化。

事实上，每次专家服务团的援助
活动中，受援单位和群众都会主动索
取专家联系方式，积极建立起与专家
及专家所在单位的长期联系机制。
例如，省妇幼保健院急重症中心主
任、主任医师蒋迎佳与北川县人民医
院达成协议，对北川28天以上新生
儿开通儿科急重症24小时呼叫绿色
救护通道，并为北川儿科医生提供省
妇幼儿科培训指导。省畜科院与甘
孜州畜科所就藏猪、藏鸡养殖达成长
期合作意向，专家们将定期到州畜科
所开展技术指导活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与达州市宣汉县人民医院、省
农业科学院与宣汉县现代食用菌产
业园区管委会分别签署了长期智力
援助协议。

从数据上看，2018年，省人社厅
在开展专家智力服务基层活动中，有
169名专家、140个单位签订了182
个长期帮扶协议。

“总之，这是一支长期的服务队
伍。”该负责人透露，今年，将开展四
川省专家服务团回头帮活动，主要针
对2018年四川省专家服务团智力服
务基层活动中，签约项目新的智力需
求，让去年签订的长期帮扶协议进一
步落地落实。“我们希望能达到把专
家智力长期‘留’在基层、让帮扶项目
产生最佳经济效益、为所到地区建立
一支‘永不离开当地’的专家队伍的
目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今年我省将组织带动1万人次专家人才
下基层开展智力服务

首开兰州至成都间动车组
根据最新调图，兰渝线将增开

兰州至成都东D762/3 和 D764/1
次复兴号“绿巨人”动车组，时速
160公里，经由兰渝、达成、宁蓉线运
行，兰州至成都间往返分别历时6小
时50分钟和6小时52分钟，较既有
线列车运行时间压缩约5小时。

记者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12306网站查询，4月10日起成
都东到兰州D764次列车车票已开
始预售，且有余票。列车从成都东
出发，经停广元一站，然后直达兰
州。其中，一等座票价为366元，二
等座票价为230元。

青岛进入北京3小时交通圈
此次调图，北京南至青岛北将

安排开行一站直达复兴号动车组列

车往返各1列，北京南至青岛北将
实现3小时以内到达，较调图前压
缩49分钟。

优化部分列车开行方案
调图后，北京西至兰州西间

G427/8次仅在西安北、郑州东、石
家庄等省会车站办理客运业务，北
京西至兰州西方向列车运行时间由
8小时04分钟压缩至7小时23分
钟，兰州西至北京西方向列车运行
时间由8小时32分钟压缩至7小时
22分钟。

同时，铁路总公司也对部分旅客
列车开行方案进行了优化。增开沈
阳至佳木斯、大连至齐齐哈尔动车组
列车各1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在
目前白洋淀站停站列车39列的基础
上，新增10列白洋淀站停站列车。

提升大宗货物运输能力
增加37条跨铁路局集团公司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运行线，达到
284条。呼和浩特至唐山铁路万
吨列车开行对数由 28 对增加至
39对，为货运增量行动提供运力
支持。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指出，此次调图过程中，将优化
高铁列车开行方案，实施“一日一
图”，也就是每日动态调整高铁列
车的运行方案，精准匹配运力投放
与客流需求。优化高铁客运产品，
进一步改善广大旅客出行体验。
全国铁路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
提升服务品质，开行普速列车
1203对，较调图前增加29.5对，继
续开行81对公益性慢火车，满足旅
客多样化的需求。

4月10日全国铁路实施新运行图

首开兰州至成都动车
全程6小时50分钟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3月23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032期全国销售
281069928元。开奖号码：01、04、07、11、
30、07、08，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
二等奖基本86注，单注奖金490476元，追
加33注，单注奖金392380元。三等奖226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7075490419.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75 期 全 国 销 售
15532364元。开奖号码：429。直选全
国中奖6099（四川487）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1956（四川1058）注，
单注奖金173元。12230922.0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75 期 全 国 销 售
10476700元。开奖号码：42966。一等
奖 32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27461866.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
2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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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53 天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达州、自贡、
广元、雅安、广安、遂宁、巴中、内江、德阳、泸
州、宜宾、南充、资阳、乐山
良：眉山、绵阳

2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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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3月29日晚，绵阳绵州大剧院将举
办《“卡农Canon In D”永恒经典名曲精
选音乐会》；

3月29日至31日晚，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将演出饶晓志的严肃绅士喜剧《你
好，打劫》；

4月13日至14日，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博 览 园 将 举 办
2019Creamfields奶油田电音节；

4月19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李茶的姑
妈》；

4月25日至26日，英国TNT剧院将
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莎士比亚经典
喜剧《仲夏夜之梦》；

4月26日至28日，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将举办成都超级草莓音
乐节；

5月1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将举
办《声音的力量》名家朗诵会。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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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综合新华社、央视

4月10日，兰州至成都将迎来“绿巨人”上线。图据中国铁路

专家服务团为基层群众提供智力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