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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速 620 千米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下线
新华社消息 13 日上午，
一节银黑相
间的工程化样车在位于成都的试验线上
缓缓行驶。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
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
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
速 620 千米，标志着我国高温超导高速
磁浮工程化研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据悉，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
车及试验线项目位于西南交通大学牵引
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验证段全长 165
米，由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中车公司、中国
中铁等单位协同攻关研发。

高温超导磁浮技术具有自悬浮、自
导向、自稳定特征，
适合未来的真空管道
交通运输，高温超导磁浮列车在低真空
状态下，理论预计速度可高于时速 1000
公里。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胜权说，高温超导磁浮技术利用超
导体在磁场中的
“钉扎”效应实现悬浮和
导向，
具有悬浮导向无须实时控制、前进
方向阻力小等优势，是实现磁浮车辆高
速化的技术线路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
和发展前景。

记者看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
化样车车头采用流线设计，形状如子弹
头。不同于高铁靠车载电源驱动在钢轨
上
“奔跑”，
该样车悬浮在永磁轨道上，
轨
道中间铺有直线电机，在车子底部装有
超导悬浮装置替代了车轮。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吴自立介绍，样车采用
全碳纤维轻量化车体、低阻力头型、大载
重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
艺，设计时速 620 千米，有望创造在大气
环境下陆地交通的速度新纪录。

“河洛古国”发现中国最早
“宫殿”
新华社消息 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
宫宇、双宫并列、前朝后寝、一门三道
……中国最早
“宫殿”在
“河洛古国”——
郑州双槐树遗址日前展现庄严。
“中国宫室制度在双槐树遗址形成
了初步的轮廓，这是黄河文化作为中华
文化的主根、主脉、主魂的一个实证，也
是中华 5000 年文明的一个实证。”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郑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长顾万发介绍， 一、
二号院落布局揭露的较为清晰。
新发现的宫室建筑位于一处面积达 4300
“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
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上，
高台上建筑基 ‘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
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
目前
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这种布局直接影
响了此后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夏商
都城规划。
顾万发介绍，
“ 一门三道”遗迹与二
里头一号宫殿、偃师商城三、五号宫殿建
筑门道遗迹以及更晚的高等级建筑门道
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
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为探索三代宫室
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此前，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室建筑被
认为是中国最早的
“宫殿”
，
后来山西陶寺
遗址也发现类似宫室建筑。专家表示，
此
次发现将中国宫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消息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13 日上午在雅加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
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他是印
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佐科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种
疫苗的过程。总统医生团队成员对着直
播镜头展示了疫苗包装盒，随后在佐科
的左臂上注射了新冠疫苗。
在接种疫苗前，总统医生团队还进
行了病历核实和身体健康指标检查等；
完成接种之后，佐科被颁发疫苗注射证

书。14 天后，他将凭证书接种第二剂疫
苗。
当天，
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民军司
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接种了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
佐科本月 7 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上曾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种克尔来福
新冠疫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款
疫苗是安全的。
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月 11
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

隆市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50%门槛，给予这
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印尼从本周起在全国启动新冠疫苗
接种，
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苗，
优
先接种人员为全国 130 万名医卫工作
者。印尼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接种疫
苗，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
来阻
断新冠病毒的传播。印尼卫生部长布
迪·古纳迪说，政府计划在 15 个月内为
1.81 亿印尼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突然被乘客袭击

他忍痛平稳停车
救下一车人
新华社消息“我在集中注意
力驾驶车辆，突然头顶一阵剧痛，
还以为是被什么掉下来的东西砸
到了。
”
提起几日前被乘客袭击时，
正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治疗的李财仍然心有余悸。
1 月 9 日 8 时许，刚和同事换
班不久的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
（集团）六盘水有限公司司机李
财，驾驶一辆大巴从福州返回六
盘水。当车辆途经贵州省麻江县
境内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
名乘客从后排取下安全锤走到驾
驶室位置，朝正在驾车的李财头
部猛击，李财顿时血流如注。
“当时是早上，
很多乘客都睡着
了。
”
李财说，
他也没发现有人过来，
被打了两三下才反应过来遭到袭
击。他边喊边本能地紧握方向盘，
喷涌而出的鲜血挡住了视线，
但他
强忍着剧痛，
成功将车辆停了下来。
在李财忍痛控制车辆的同时，
他的喊声惊醒了坐在副驾驶位置
上的同事孙志恒和车里的乘客，
大
家一起将施暴的乘客制服。随后，
孙志恒驾驶车辆从最近的收费站
驶出高速，
李财在麻江县人民医院
进行简单包扎后，
被送到贵州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记者了解到，事发时车辆行
驶速度为 74 公里/小时，车辆核
载 39 人，实载 39 人（含 2 名驾驶
员），全程驾驶员没有和施暴乘客
发生口角和争执。李财头部被安
全 锤 砸 伤 ，3 处 伤 口 共 缝 合 13
针。在制服施暴乘客过程中，孙
志恒右手受轻伤。
目前，李财伤势平稳，暂无生
命危险。施暴乘客已被麻江县公
安局杏山派出所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初心璀璨再创佳绩
——咸宁联合水务连续三届蝉联“湖北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日前，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命名表彰 2017-2019 年度
湖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文明单位（校园）的决定》，
咸宁联
合水务再度获得了湖北省 2017-2019 年
度“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能够再续此项
荣耀称号，
是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社会各
界对咸宁联合水务长期以来坚持精神文
明建设、努力提升文明素养、持续深化文
明创建活动的充分肯定。
“供优质之水，服诚信之务”，这不仅
仅是一句庄重誓词，
更是咸宁联合水务的
灵魂所在。自公司成立之始，
在十余年的

供水道路上，
公司始终坚持
“高标准、严要
求、强内涵、优服务”的经营方针，积极响
应新时代下的文明精神创建，
提供优质的
文明服务，
彰显公司的发展活力。
十余载光阴，
公司在咸宁市城市供水
事业上呕心沥血。在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方面，
公司投资 700 万元对原有老水厂进
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使供水能力由过
去 的 每 日 12 万 吨 提 升 至 16 万 吨 ；投 资
3.49 亿元新建了咸宁市十大惠民工程之
一的
“王英水库引水工程”
，
使供水能力再
度提升至每日 26 万吨，让城区安全供水
保障力度更上一层楼。在保障城区的供
水安全运行方面，公司投资近 7000 万元
对咸宁大道、银泉大道等三十余条主干道
路上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
确保供水管网
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
为更进一步提升
水质监测能力，公司投资 1200 万元新建
了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准的水质检测中心，
其检测能力在湖北省处居第二。
文明创建工作不仅要在宏观战略上
进行把控，
更要深入细化到每一项工作当
中去。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
咸宁联合水务开
展了志愿者服务、
“ 五四”青年节联谊活
动、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咸部队等诸多
员工活动，不断地充足员工的文化生活，
持续提升员工文明素养，
以加强公司员工
的精神文明建设，建造良好的企业作风。
同时，
针对历史遗留的城市供水设施能力
不足、管网老旧、供水管网漏损率高等问
题，咸宁联合水务将继续提高供水能力，
提升老旧管网改造和新建管网力度。再
者，为响应市政府对于文明施工的号召，
公司进一步落实文明施工标准和要求，
将
文明创建工作落实到方方面面。
文明创建不在一朝一夕，
在于无数个日
夜坚守当中。为更好的服务广大市民，
咸宁
联合水务牢握创新理念，
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
树立良好的文明服务形象，
大力推行
“互
联网+”
供水服务新模式，
开通 24 小时实时
热线服务，
达成客户
“零跑腿”
目标，
让客户
用水更方便、
更高效、
更满意。与此同时，
为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居民用水无碍，
公司定
期开展供水管道探漏巡查工作，
并且不论何
时何地发生供水事故，
公司都以最快的速度

进行抢修，
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供水，
充分发扬供水匠的
“不怕苦、
不怕累”
精神。
此外，
公司每日实时将水质检测报告公布于
咸宁市卫计委管网、
香城都市报和各营业大
厅显示屏等平台上，
让广大群众更加安心的
饮用自来水，
将
“供优质之水”
的服务理念落
实到每一处每一角，
从而更好的助推咸宁市
的文明创建发展。
近年来，
咸宁联合水务时刻谨记企业
使命，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勇于担当社会
义务，
连续三届蝉联
“湖北省文明单位”
荣
誉称号。功名源于公司每一位水务人的
辛勤耕耘，公司将保持初心，在供水事业
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
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落实到每一个小细节之中，
全力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
期望在新时代发展的历
史章程中留下辉煌的一笔。 （雷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