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只把中关村当作地名，已很难
理解它的本质……从70年前的京郊荒野
到如今的国家“名片”，一个“村”的敢为
人先、风雨兼程，见证了一个奋斗的时
代、创新的时代。

2018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2万家，总收入超5.8万亿元，同比增长
11%。企业新申请专利8.6万件，同比增
长17%……一系列数据背后是中关村乘
势而为、务实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关村已成为
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把中关村推上了历史舞
台。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
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
年6月,国务院批复要求加快建设中
关村科技园区；2009年 3月,国务院
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中关村走过的每一步,都承载着
国家战略的强劲支持,打上了国家战
略的‘符号’。”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于
军说。

联想、百度、小米，柳传志、李彦
宏、雷军……2.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250余万从业人口支撑起了一个完整
的创新生态。这里不仅聚集了人才、
技术、资本等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建立
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而且活
跃着500多家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表示,
中关村精神体现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追求卓越的
创新精神、产业报国的奉献精神。

中关村从不缺少
创新的故事

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
的新经济发展时期，中关村也正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人工智能芯片、骨科手术机器人、

近场语音识别系统……北京北四环西
路67号，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
内，一批前沿技术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2018年中关村管委会联
合教育部、中科院制定相关方案，建立了
12家高校院所技术转移办公室，支持他
们推动校企合作项目1500余个，技术转
移项目411项，孵化科技企业40家。

近年来，中科院自动化所平均每
年孵化、培育近10个高科技企业、产
业化项目，创业公司整体估值近40亿
元，推动人工智能研究与医疗、安防、
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融合。

不做中国“硅谷”
要做世界“中关村”

斯洛伐克投资和贸易发展局顾问
托马斯·布切克2日下午来到北京中
关村创业大街，为一家来自其祖国的
创业团队对接中关村创业资源。

据介绍，中关村外籍工作人员有
1万多人，海外归国的人才有4万多
人。在一系列出入境与居住政策和创
业投融资政策鼓励下，中关村已经成
为外籍人士来华创业的首选站。

面向世界，中关村也在“播撒种
子”。由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
发起的“藤蔓计划”，是服务高新技术
企业及机构与国际青年创新创业相对
接的项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藤
蔓计划”已吸引8000余名国际留学生
和500多家中国企业参与，超过1000
名国际留学生获得在华实习机会。

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为全球创新
资源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一批国
际科技资源加速集聚并取得快速发
展。英特尔实验室、Plug&Play等一
批国际知名孵化器入驻中关村。

在引进来的同时，中关村走出去
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数十年实践证明，中关村改革发
展的脚步未停歇；相信未来数十年间，
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成果终可期。

据新华社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一个“村”的创新之路
——中关村70年从无名之地变创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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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着就能降血糖血压
歪医生推荐的床垫“遭了”

大厅里摆着十几张床，老人们躺
在上面进行体验，一旁，销售人员振振
有词：“你们身下的床垫，其实是治疗
仪，能达到医院做不到的效果，能代替
打针吃药，能降血糖、降血压，甚至对
癌症也有好处……”

日前，成都成华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发现了这样一个医疗器械销售
点，其售卖的“温热点位治疗仪”，属于
二类医疗器械，一套售价将近 2万
元。除了吹得“悬”，该公司宣传视频
中，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形象的人物
以口述方式宣传介绍其所销售产品的
内容。此行为违反了《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医
疗器械公司处以行政罚款。

生产不合格怪味胡豆
食品公司遭近十倍罚款

近日，成都天府新区城市管理和
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食品公司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件，生产企
业被处以接近货值金额近十倍的罚
款。

今年初，泸州市纳溪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成都某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怪味胡豆进行抽样检查，结
果显示样品“菌落总数与酸价不符合
《 油 炸 小 食 品 卫 生 标 准 》
（GB16565-2003）的要求。”经查，该
公司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共28件，货值
金额1960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相关规定。
天府新区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局对该
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
15098元的处罚。

2019年第16周
停电检修计划

新城片区
2019-4-16 8:00-19:30
天府新区成都市太平街道办事处

白马村、前进村部分
双流片区
2019-4-16 8:00-18:00
四川弘铠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熊

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国铁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双木六七社公变、双木
村公变、双3社公变、成都瑞合成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富丰华林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松柏2社公变、其江5社公变、
其江5社02号公变、其江4社02号公
变、其江8社公变、成都冠石科技有限
公司、优博创通信、四川能投双流分布
式能源有限公司、青兰路路灯

2019-4-18 8:00-18:00
永安镇东岳村、华严村
龙泉片区
2019-4-15 8:00-18: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格兰玺城、万鸿

城市花园、格兰鼎城、东域龙湾、观澜
东山、福泉中心、东山领地

2019-4-15 7:30-17:30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中粮御领

湾
2019-4-1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黄连村、

大龙村、阙家村、两河村5组、两河村
10组、钢铁村10组、成都市龙泉驿区
十陵镇平桥村8组

2019-4-18 7:30-18:30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镇恋日家园

A、B区小区部分
温馨提示
1、最 新 停 送 电 信 息 请 查 询

“95598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
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
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
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川黔交界赤水河大桥预计
国庆前通车

年内将新增一条
出川通道

华西都市报讯（蔡惠兰 四川日报
记者 魏冯）4月12日，古蔺县太平镇
岔角村赤水河大桥施工现场传来好消
息：川黔交界赤水河大桥预计国庆节
前通车，届时四川境内叙古高速公路
与贵州境内江习古高速公路将实现贯
通，新增一条出川通道。

赤水河大桥项目四川岸现场施
工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目前赤水河大
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该桥建
设需拼装 81 块钢桁梁，已吊装 41
片，计划5月底完成钢桁梁的吊装和
拼装，6 月底完成全桥钢桁梁的连
接、刚接、栓接、焊接、涂装等工程，并
交付路面单位进行路面作业，9月底
完成现场施工设施拆除，力争国庆节
前通车。

赤水河特大桥净空高度世界第
一，是一座超高墩、大跨度、特长山区
高速公路桥梁。桥梁长2009米，主跨
长1200米，是目前亚洲同类型桥梁中
跨径最大的山区峡谷大桥。该桥
2017年5月开工，已完成桩基浇筑、
承台浇筑、索塔封顶、主缆架设等工
程，目前正进行钢桁梁吊装。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侯
冲）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冲
刺阶段，为进一步汇聚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磅礴
力量，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全国扶贫
宣传教育中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通俗理论
对话节目《脱贫攻坚在路上》，已于4月
12日20:00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
播，并于4月13日22:00在四川卫视播
出。

《脱贫攻坚在路上》共四集，分别为

《一个都不能少》《下一番“绣花”功夫》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撸起袖子加油
干》。节目紧扣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
主线，聚焦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主
题，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
当，恢宏展现推进脱贫攻坚的伟大历
程，系统总结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
案，深入探讨提高脱贫质量的方法路
径，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既给
人以信心又给人以力量。

该节目嘉宾阵容既“高大上”又“接

地气”，15位访谈嘉宾、12位基层干部群
众代表、100余名青年学子一起分享脱
贫成就，深入探讨扶贫大计，共同展望
美好前景。国务院扶贫办“掌门人”刘
永富和来自重点社科机构、知名高等学
校、重要部门（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负责
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扶贫开发
事业和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权威解读，
为大家奉上精彩的思想盛宴。还有陕
西梁家河村老支书、湘西十八洞村的

“民宿管家”、大凉山悬崖村的“网络红
人”、中国第一位藏族地铁女司机等基

层干部群众代表，结合他们的所见所闻
和亲历亲感，表达了敢啃“硬骨头”的决
心信心，分享了过上好日子的喜悦与自
豪，畅谈了对幸福美好未来的憧憬。

该节目精心选取全国44个扶贫一
线点位，覆盖全国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还充分借助现场互动、连线采访、
电视插片、动漫设计和虚拟演播室等形
式，通过情景化表达、故事化讲述，深刻
而生动地呈现节目主题，把思想性、理
论性、通俗性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打造
一档观众看得懂、喜欢看的理论节目。

通俗理论对话节目

《脱贫攻坚在路上》昨日央视首播

为照顾母亲
他10年都未曾出过远门

粗粮糊糊、鸡蛋、汤圆、米饭，根据
母亲的饮食喜好，陈应全为母亲量身
定制了营养食谱。“妈妈开心我就开
心，就像歌里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陈应全笑得开心，虽然他已年过古稀，
但在母亲面前，仍像个孩子。

在陈应全的屋前，有着一大片的
荷塘，这是他儿子和别人一起承包
的。平常他除了照顾母亲外，还要帮
儿子打理这150多亩荷塘：栽藕、除草、
除虫……不管再忙，他每天都把母亲
照顾得“巴巴适适”。

近10年来，为了照顾母亲，陈应全
几乎未曾出过远门。即便外出办事，
他也是步履匆匆，快去快回。陈应全
说，他到内江城里也是当天折返，不敢
歇息。

“儿孙对我都好，我今年96岁，儿
子73岁，孙子去年刚满50岁。”在陈应
全的悉心照料下，陈德琴虽然已近百
岁，但精神很好，思路也十分清晰，与
前来采访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拉起了家常。

在陈应全看来，母亲过去养他时
更辛苦，自己做的并不算什么。

他感到幸福
“70多岁还有一声妈喊”

自妻子去世后，这20多年来，陈
应全照顾母亲的点点滴滴，感动了
所有认识他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
村上有红白喜事，他来吃饭时都要
先给他母亲端上一碗，再回来吃。”
邻居普莲贞感慨道，陈应全真的是
个孝子。

“我希望母亲能活到一百多岁，因
为有母亲在，我永远是个孩子。”陈应
全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能以身
作则，为自己的子女树立一个榜样。
他觉得，家中有一位老人在，每次回家
时能有一声妈喊，是最幸福的事。

在交谈中，记者看到陈应全一直
露出开心的笑容，他很满意现在的生
活，“这个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该养母
亲，因为她养我小，我养她老，我没有
觉得累。”

陈应全悉心照顾失明母亲的事，
已在当地广为流传，他家连年被村里

评为“孝老爱亲家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实习生高悦鑫 摄影报道

73岁老人悉心照顾96岁失明母亲：

她养我小，我养她老！
一屋两人，
一日三餐，
一年四季，
安于平淡，
乐于知足，

20年如一日，陈应全以
实际行动回报母亲的养育之
恩，并甘之如饴

他身体力行为子女、邻里
诠释如何孝老爱亲

感动着家人，也感动着村
里的每一个人

4月11日上午，在内江市东兴
区高梁镇杨岭村一户农房里，
73岁的村民陈应全正拿着梳子

娴熟地为96岁的母亲梳头。梳完头，陈
应全又拿出苹果，削皮后分成小块喂给
母亲吃。

陈应全的母亲陈德琴，因患青光眼
且无法进行手术，已失明十余年。妻子
20多年前病逝、子女全部外出务工后，
作为陈德琴唯一的儿子，陈应全独自承
担起照料母亲的全部责任：洗衣、洗澡、
梳头、做饭，成为陈应全的日常。

“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她养我小，我
养她老。”说起独自照顾母亲二十多年这
段往事，陈应全如是说。

陈应全给母亲剪指甲。

给母亲削苹果。

给母亲按摩。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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