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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苏显亮）记者
日前在新兴县采访了解到，广东云浮
（新兴）中医药职业学院工程已完成场
地土方平整、项目部建设、排渠结构及
大部分桩基工程，一期工程20幢单体
建筑中已完成17幢桩基础施工，正在
施工 3 幢，完成建筑管桩施工 1900
条。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挡土墙、山体
边坡防护、学校围墙、10幢单体建筑
的基础承台、地梁、底板等工程施工。

据了解，广东云浮（新兴）中医药
职业学院选址在新兴县六祖镇十里村，总
占地面积75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9.16
亿元，建筑面积268560平方米（不含体育

馆4000平方米），能满足在校生10000人
的办学规模。

项目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广东云
浮（新兴）中医药职业学院项目正在全
力推进，将按照高起点、前瞻性、科学
性、特色性的原则，实行统一规划、分
期实施。规划设计定位采用新唐风建
筑风格，在规划、建筑、景观等方面全
面深度融合地域文化传承、中医药专
业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工
程计划分三期建设，其中第一期计划
在 2021年 7月份全面建成并投入使
用，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263333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130387平方米，满足
在校生4500人规模的办学需要，计划
投资90968万元。一期工程建设主要
是 10幢宿舍楼，1幢行政办公楼，5幢
教学楼，1幢会堂、大学活动用房（包
含图书馆）以及学校所需的附属工程
和市政配套工程等。

广东云浮（新兴）中医药职业学院全力推进建设

一期拟明年7月全面建成投用

本报讯（记者 陈锐兵 通讯员
刘文聪）记者从温氏集团获悉，由全
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发布活动于 9月 10日在京召开，
发布“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中国
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和“中国民
营企业服务业 100 强”，同时发布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
告》。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
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排名第
98位，位居广东民企第 16位，营业
收入7314450万元。

入榜“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有
幸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是时
代与国家赋予温氏的荣誉。把握时
代赋予的机遇，在国家方针政策的
指引下，持续专注运营，创造更多

的社会价值，是温氏作为中国民营
企业的责任。未来，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将致力于创造更多美
好，为城市与社会赋予更多的可能
与希望。

每年一届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是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影响力最强的民营企业盛会，其“中国
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已连续发布 10
年，是在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的
基础上，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经营、管
理、资产、投融资、技术创新等情况进
行考察，在深入调研、细致分析、综合
评估之后形成的榜单，导向鲜明、指导
性强，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
向标，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深远的社
会影响力。

温氏入榜2020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

本报讯（记者 徐登科 区伟东
通讯员 董为勇） 9月11日，全市首
条“四好农村路”项目——都杨镇
U714线（下搭桥村至飞鹅村）硬化
路改造工程通过了交工验收。

该项目从今年 7月 8日正式开
工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各

参建单位尽职尽责，抓好工程质
量、安全、进度，在合同约定的工
期内有序地推进施工作业，于 7月
23日完成全线0.86公里的水泥混凝
土路面浇筑工作。后期该路段认真
做好洒水保养，围蔽出入口，不让
重车碾压路面，待水泥混凝土路面

够龄期后，在8月25日组织市交通
运输质量检测站对该项目进行抽芯
检测工作，结果表明，该水泥混凝
土路面的强度、厚度、宽度都
100%合格，其他各项技术指标也
全部合格。

市交通质检站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项目的验收通过，从最初的现
场踏勘，到施工作业期间的监督检
查、抽芯检测、验收合格等，形成
了一个基建程序的完整闭合，为后
续其他“四好农村路”项目的交工
验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和示范
作用。

本报讯 （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苏志权）记者日前从市环境监测站了
解到，8月份我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的优良天数为31天，轻度污染天数为
1天,中度污染天数为 0天,（监测有效
天数为 31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6.8%。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市城区空气
质量优良率由 100%下降为 96.8 %，
下降了3.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状况保
持良好；与上月相比，空气质量优良率
由 100%下降为 96.8 %，下降了 3.2个
百分点，空气质量状况保持良好。

2020年 8月污染物的具体指标
为：二氧化硫月均值浓度为 19微克/
立方米，二氧化氮月均值浓度为19微
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月均值浓
度为 16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月均值浓度为 32微克/立方米，
一氧化碳日均值第 95百分位数为 0.8
毫克/立方米，臭氧日最大8小时均值第
90百分位数为127微克/立方米，二氧化
硫、臭氧、二氧化氮、细颗粒物PM2.5、可
吸入颗粒物PM10和一氧化碳污染物均
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年均浓度限值二级标准。

我市8月份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结果出炉

优良率为96.8%

庆祝经济特区建立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40周年周年
重点项目建设巡礼⑧

全市首条“四好农村路”通过验收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
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
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
总书记近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提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连
日来引发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
共鸣。

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不计名利、敢于创造，肩负起历
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
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科学
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参加座谈会
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说，科研成果无

论是用于国民经济发展还是解决生命
健康问题，都是面向国家的需求。作
为科学家，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科研
项目时，我们要以国际前沿的水平推
动国家的发展。

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建有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
马克装置，近年来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助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计划。

“不爱国是做不好科研的。”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云涛
说，当年中国刚进入核聚变能源研究
领域时，外界都是怀疑的目光，几代科
技工作者靠着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取
得了现在的成绩。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宋云涛深切感受到，面临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两弹一星”精
神中汲取力量，肩负历史重任，让越来
越多的创新成果迸发涌流。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
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
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
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
玉峰回想起自己这些年在角膜病领域
攻坚克难的经历。

1995年完成第一例手术、2008年
获国际眼科界认可和命名，姚玉峰独
创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已经帮助近

3万名患者重见光明。他还利用自己
积累了20年的16万张角膜病图像，初
步开发出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
该系统进入应用后将大大降低误诊
率。

“我和我的团队要在临床治疗方
法和药物开发方面继续创新，不断深
挖自己的潜能，挑战一个又一个医学
高峰，为救治患者把更多‘不可能’变
为‘可能’！”姚玉峰说。

“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
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
计名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令“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
保国的爱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
究员郭素萍感触颇深。眼下，由她与

李保国并肩战斗过的专家、同事、学
生、农民组成的科技扶贫团队，正在山
区综合治理的科研道路上，用科学帮
助更多农民甩掉“穷帽子”。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偲说，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专注和勤奋”，经过长
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这也
正是几代南海科技工作者的真实写
照。

不久前，中科院南海所的新型地
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实验6”在广
州下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深远海的
科考能力。“今后，我们将按照总书记
要求，继续发扬科学家精神，为建设海
洋强国作出新贡献。”张偲说。

在这次座谈会上，“好奇心”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参加座谈会
并发言的英籍科学家、北京化工大学
特聘教授戴伟来到中国后，从事科普
工作多年。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和渴
望，一直是他工作的强大动力。

“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还需要发
挥年轻人的作用。”戴伟表示，今后将
为更多贫困地区的学生创造动手做实
验的机会，并充分利用短视频形式、新
媒体平台进行科普教学，增强孩子们
的科学兴趣和创新能力，“留住”他们
的好奇心。（执笔记者 田晓航 吕诺
参与记者 徐海涛 朱涵 李继伟 荆淮
侨 孟含琪 周琳）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淡泊名利敢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华社记者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汇聚砥砺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详见第2版

蟠龙洞内，石花晶莹，钟乳低
垂；南江之滨，禾楼灵动，山歌曼妙；
国恩寺里，钟声杳杳，香火鼎盛；云
雾山上，飞瀑流泉，云雾缭绕；长岗
坡下，风吹稻浪，稻香扑鼻……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独特的禅文化、
石文化、南江文化底蕴为云浮增添
一抹抹亮丽的色彩。

“作为‘大湾区后花园’，云浮深
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独特的交通区
位优势以及多元的城市标签，成为
云浮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基石。”市

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云浮素有“六祖故里”“中国石都”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肉桂之
乡”“中国不锈钢餐厨具之乡”“中国
无核黄皮之乡”等美誉，文化底蕴和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具备发展文旅
产业的良好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云浮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并
加大旅游景区景点及旅游线路的开发
力度，推出一批红色旅游、康养旅游、
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精品线路以及历
史文化游径。目前，云浮全域旅游创
建工作步入发展快车道，阶段性成效
显著。2019年全市接待游客3537.99
万人次，增长24.2%。其中，接待“过夜
游 ”游 客 1836.17 万 人 次 ，增 长
10.62%；接待“一日游”游客 1701.82

万人次，增长43.16%。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345.46亿元，增长20.59%。

■构建特色全域旅游新格局
双核驱动、三区共建、四带协同

谋定后动，规划先行。
本着“美丽云浮、共同缔造”发

展理念，依托云浮“区位、文化、生
态、资源”四大优势，我市先后印发
实施《云浮市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
《云浮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云浮
市全域发展总体规划 2020- 2030
年）》《云浮市西江流域绿色生态旅
游发展规划（2020-2030年》已编制
完成，不日即印发实施。

“全力实施红色文化和旅游提

质升级工程、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利
用工程、乡村文旅振兴工程、文旅新
业态新动能培育工程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旅游休闲目的地’打造工程
等九大工程。”谈到打造文旅产业，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市将全域规
划培育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串珠成
线成链，构建双核驱动、三区共
建、四带协同的特色全域旅游新格
局（双核是中心城区商务休闲核、
新兴禅文化体验核；三区是禅泉康
养旅居区、环城休闲游憩区、乡村文
化体验区；四带是百里西江休闲带、
百里环山度假带、百里南江文化带、
百里石材产业带），高质量推进文旅
产业发展，力争未来三年全市接待
游客量和旅游收入量年均增长10%
左右。 下转第2版

用文化点睛全域旅游
——云浮市文旅产业集群巡礼

本报记者 许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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