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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新发展。经过三年的建设，
12月25日，赣州经兴国、宁都到南昌的一
条交通大动脉——兴赣北延高速公路（宁
兴高速S55）正式建成通车！

兴赣北延高速项目全长63.928公里，
总投资约67.67亿元，起于兴国鼎龙兴赣高
速与石吉高速交叉处，对接兴赣高速兴国
枢纽互通，途经兴国县鼎龙乡、方太乡、城
岗乡、良村镇、南坑乡后进入宁都县境内，
在大沽乡设枢纽互通与广吉高速相交，终
点与小布镇北侧与昌宁高速公路对接。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省域高
速网络，加快形成赣州到南昌最快捷的
高速通道，有效改善我省中南部地区纵
向高速公路通道不顺畅的状况，增强省
会与赣州及珠三角地区的通道供给能
力，对发挥赣南“红色旅游”“绿色旅游”
和“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优势，增强赣南
经济圈辐射能力，促进省域中南部地区
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新
——1000多天攻坚克难

“眼前是大山，脚下是悬崖，在这个地
方行路难，修路更是难上加难，山高坡陡、
施工场地狭窄、材料运输困难，桥隧相连，
很多工点都无法进入施工工作面。”A7标
项目经理李攀说。

工期紧、任务重、拆迁难度大、地形条
件复杂、桥梁隧道比例较高……面对该项
目遭遇系列建设瓶颈，1000多个日夜里，
兴赣北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办公室（以下
简称“项目办”）采取24小时3班倒的作业
安排，确保项目建设按预期推进。

位于兴国县鼎龙乡的 A1 标，有一处
30多万方土石方，全部是坚硬的花岗岩，
又临近既有石吉高速和兴赣高速，无法大
面积实施爆破，涉及协调高速交警、路政、
公安等多个部门，如按机械人工施工的
话，要比正常多5倍的时间。

项目办书记黄小明挂点该标段，多方
协调高速交警、公安、路政等部门，24小时
不分昼夜施工，展开一场又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战斗，硬生生把一座“五指山”在项目

主线上搬走，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施工建设过程
中，项目办采取进度分析、重点跟踪等办
法，以月度及阶段检查评比为契机，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并全面开展“攻坚克难100
天”“路基施工歼灭战，全面完成第一阶段
目标任务”“路面攻坚100天，冲刺二阶段
目标任务”等劳动竞赛，积极营造“比、学、
赶、超”的良好施工氛围。

品质
——5000余人精雕细琢

“打造品质工程”这一管理理念，贯穿
整个工程建设全过程。在兴赣北延项目，
项目办秉承品质工程精益建造为导向，以
人本化、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和精细化
为管理手段，带领5000余名建设者全力助
推工程品质上台阶。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办始终以创
建绿色品质示范工程为导向，严格执行三
级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了工地日巡视、月
度检查、阶段考核等制度，各高驻办、施工
单位也相应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狠抓工
程质量管理。

为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项目办积
极推广应用“四新技术”、“三微改”成果，
大力推行隧道成套设备机械化施工（一机

一桥四台车），引进拱涵移动台车。建设
全封闭梁场，采用二维码管理、波纹管和
腹板定位胎架等。应用隧道门禁监控系
统，钢绞线整体穿束技术，桥梁防撞墙模
板台车和桥面铺装激光摊铺机等。

在具体过程中，项目办把好质量“验
收关”、施工“程序关”、材料“准入关”，大
大提升了项目标准化施工管理水平。项
目办在全线设计上引入了高模量沥青混
凝土，结合科研成果申报江西省地方标
准，全面应用信息化监控手段，全过程对
施工质量的波动进行智能预警监测，保证
沥青路面施工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满足标
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施工的要求。

生态
——主动管理绿色施工

“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绿水青山”“既
要对工程负责，也要对一水一木负责。”这
样的生态建设理念，成为了整个项目管理
者、建设者的共识。

为了不让施工扬尘污染周边农田、村
庄，该项目从临建开始就科学谋划，尽量
将拌和站等大临设施建在主线之外的旱
地上。考虑到当地路基填料以风化砂及
石方为主，植被不易生长，项目进场伊始
就因地制宜，对清表种植土分段集中存

放，待防护施工完成后统一回填种植土以
满足植物生长。

在绿色环保施工方面，项目办围绕将
兴赣北延高速公路项目打造成为与蓝天
白云同在、与青山绿水同伴的建设典范，
将施工方案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

为努力打造“绿色公路施工线”，项目
办尽最大可能保护公路用地范围之外的
现有绿色植被，确保绿化工程与主体工程
同步施工；将弃土（渣）的堆放点远离河
道，不压盖植被，尽可能选择荒地；因修建
临时工程损坏现有的绿色植被，在拆除临
时工程时予以修复……项目办践行“主动
管理，绿色施工”的环保管理理念，得到了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及省、市水保部门
领导的一致肯定。

特色
——党建引领党员带头

党建是兴赣北延项目一大管理特色，
项目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项目施工生产、
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质量管理，以质量月、
安全月、劳动竞赛为契机，将党建引领与
施工生产深度融合，开展技能比武、阶段
考核、平安工地考核等一系列活动，高效
率、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为充分发挥支部核心作用，建立支部
领导干部挂点联系标段工作制度，有效促
进党建与项目建设中心工作的深度融
合。上半年疫情期间，项目办党员干部第
一时间冲在第一线，确保了项目及时全面
复工。

项目办根据自身特点和工作需要，成
立了“党员突击队”和“党员示范岗”，将党
员安排到桥梁、隧道等重点控制性工程一
线蹲点，广泛开展项目党员“党身份、党岗
位、党承诺”行动，哪里有困难，就把党员
派到哪里。

在此基础上，项目办领导班子不断强
化防控，有效减少廉政风险。细化责任分
工，明确工作职责，领导率先垂范，落实

“一岗双职”，严格责任追究。廉政建设实
现了零举报、零违规双零目标，有效地降
低了廉政防控风险。 (廖元富)

大道往北，兴赣！
——写在兴赣北延高速公路（宁兴高速S55）项目正式通车之际

兴赣北延高速公路兴赣北延高速公路（（宁兴高速宁兴高速SS5555））与广吉高速相交处与广吉高速相交处

整齐有序的房屋、四通
八达的道路、修葺一新的
廊桥……近日，行走在安远
县鹤子镇新城区，一幅充
满水墨气息的崭新画卷跃
入眼前。

在鹤子圩镇经营百货的
郭德添吃过晚饭后，和往常
一样，来到新城区游步道散
步，“这几年，马路宽了，环境
绿了，基础设施完善了。”谈
及鹤子镇发生的变化，郭德
添竖起了大拇指。

近年来，安远县鹤子镇
围绕打造“水墨鹤子，电商名
镇”的目标定位，集中力量、
资源、政策，全力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先后投资 1亿多
元，完善了教育园区、移民
安置点、卫生院、中心幼儿
园及中心小学等民生设施
建设，形成了以国道 G238、
县道 X223 为枢纽，各进村
主干道为支线的完善的农
村公路网络。

同时，巧借电商东风和
消费扶贫，大力推进数字小
镇建设，建起了集培训、仓

储、打包、发货、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鹤子电商运营中
心，在全县率先开通了5G直
播，全省首条商用智运快线
也已试运行。为牵住产业发
展的“牛鼻子”，持续推进了

“五个千亩富硒产业兴旺计
划”，全镇形成了“山上果、田
间薯、林下药、庭院花、大棚
菜”的产业兴旺格局。

“今年我种植了金线莲
32 亩，收入近 64 万元，明年
打算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
群众就业创业。”鹤子镇金线
莲种植大户郭迪添介绍说，
前几年在政府帮扶下，他开
始发展金线莲产业，通过电
商直播等方式“卖货”，产品
供不应求。

如今，鹤子示范镇建设
如火如荼，电商产业也步
入“快车道”，农户们一手
握手机，一手拿锄头，富硒
蔬菜、富硒红薯等飞出深
山，成为网红，鹤子镇也从
贫困镇一跃变成了远近闻
名的电商名镇。
（孙金玉 赖庚金 朱鹏华）

水墨鹤子入画来

2020 年即将结束。回首这一年，在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泥
潭。未来，经济复苏之路艰难坎坷。分
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或呈“K 型”
曲线，财富分化和社会割裂加剧。

疫情阻断了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势
头。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
下滑5%，第二季度更大幅萎缩31.4%，是
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降幅。美国全国经
济研究所认定，美国经济自2月起正式步
入衰退，结束逾10年的经济扩张。

进入第三季度，在疫情稍有好转、企
业复工复产推动下，美国经济实现历史
性增长，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4%。
但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出现反弹，近
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并不乐观，全年
来看美国经济或难摆脱负增长。

数据显示，11月美国商品零售额环
比下降 1.1%，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70%的
个人消费开支环比下降0.4%。11月最后
一周是美国传统假日购物季的开始，商
品零售额和消费开支本应出现上扬。

就业数据也不乐观。截至目前，美
国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仍在80万
左右徘徊，远高于疫情前每周20万左右
的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今年美国经
济将萎缩4.3%。美联储日前发布最新一
期经济前景预期，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
萎缩2.4%。

展望未来，随着新冠疫苗研发取得
进展，加之2020年经济衰退的低基数效
应，一些机构预计2021年美国经济有望
明显反弹。IMF 预测，明年美国经济有

望增长3.1%。美联储预测，明年美国经
济增长4.2%。

然而，经济学家日益担心美国经济
将呈“K 型”复苏。这意味着，经济复苏
或将极不均衡，经济扩张的好处可能大
部分流向顶层阶级，而将底层人群远远
甩在后面。

罗申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
学家约瑟夫·布鲁苏埃拉斯指出，自上世
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
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期间进一步加剧。

他认为，从经济领域来看，处于
“K 型”曲线上端的是金融市场，下端是
实体经济，两者发展相互割裂。今年以
来，在疫情冲击下，美国大量实体企业
宣告破产，而金融市场却逆势上涨，不
断刷新历史峰值。

从社会群体来看，社会财富更多流
向富裕阶层，拉大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
的鸿沟。《商业内幕》网站数据显示，在疫
情中失去工作的多为低收入人群，而高
收入人群工作较为稳定。同时，以资本
收入为主的富有家庭在美联储超宽松货
币政策推动下流动性资产大增。

《华尔街日报》认为，低技能员工和
少数族裔往往是在经济进入下滑期企业
开始裁员时最先受到冲击的人群。

市场观察网站专栏作家雷克斯·纳
丁 撰 文 指 出 ，美 国 经 济 复 苏 将 呈 现

“K 型”曲线，在不同人群中分歧明显。
他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富裕阶层资
产不断攀升，前1%的富裕人群已掌握美
国三分之一的财富，但中间 60%的美国
民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却持续下降。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4日电）

疫情击碎美国经济增长梦
“K型”复苏或加剧社会分化

新华社记者 许 缘 高 攀

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后 大量卡车司机滞留英国
这是12月23日在英国肯特郡曼斯顿拍摄的滞留货运卡车。英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后，法国宣布从当地时间20日午

夜起48小时内禁止来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入境，包括货运人员，导致大批货运卡车司机无法经由法国返回欧洲大陆。依据与英国达
成的协议，法国23日有限解除禁令，要求所有入境者必须出示72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新华社/美联

英国发现
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23日
表示，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更多地区
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将调升至最高的
第四级。汉考克同时表示，继此前发
现一种变异新冠病毒后，英国发现另
一种变异新冠病毒。新的变异病毒让
人“非常担忧”，因为它传播性更强，似
乎比前一种变异病毒变异程度更深，
英国专家正在深入分析。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24日7时22分，全球新

冠确诊病例累计78551622例，

累计死亡1727556例。美国是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

病例18407728例，累计死亡

325520例。 （据新华社电）

全 球 数 据

新华社新德里 12 月 24
日电 （记者胡晓明）印度23
日首次成功试射一枚陆军版
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
织23日晚发表声明说，此次
发射是在印度奥迪沙邦昌迪
普尔基地综合试验场进行
的。导弹摧毁了一个无人机
靶标。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枚
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
组织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
公司联合研制，长4.5米，重约
2.7吨，可携带60公斤核弹头。

这是印度首次测试陆军
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2016年，印度在昌迪普尔基
地综合试验场试射了3枚海
军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3日电 （记者徐剑梅、邓仙
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动
用总统行政权力，否决了获
得国会参众两院广泛支持的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特朗普在致国会众议院
的否决信中称：“法案中多项
条款直接违背本政府的外交
政策，尤其是我让美军回家
的努力。”他还指责法案未能
纳入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措
施，不尊重美国退伍军人和
美军历史。

早在国会两院表决前，
特朗普就已多次公开表示将
否决这一法案，理由包括法
案未列入限制社交媒体公司
条款、未删除美军计划为以
维护蓄奴制的南方邦联人物
命名的军事基地更名等。

国会民主党人当即谴责
特朗普的决定。众议长佩洛

西说，这是“令人震惊的鲁莽
行为”。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
会参众两院分别以超过三分
之二多数通过这项法案。根
据法案内容，2021财年美国
国防支出为7405亿美元，比
上一财年略有增长，其中，超
过 6300 亿美元用于国防项
目基本预算，690 亿美元用
于海外军事活动。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
依据宪法通过下一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由总统签署成为
法律，是美国防务年度开支
预算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性文
件。根据相关法律，国会参
众两院如果再次就法案投票
并分别以至少三分之二多数
通过，将可推翻总统的否决，
使法案在没有特朗普签字的
情况下成为法律。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定于下周复会。

特朗普否决国防授权法案

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正式运营
这是12月23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中白工业园拍摄

的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大楼。当日，中国援建白俄
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交付白方并
正式投入运营。 新华社发（任科夫摄）

据新华社西安 12 月 24
日电 （记者姜辰蓉）记者从
西安国际港务区了解到，自
2013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
开启以来，目前常态化开行
线路已达 15 条，覆盖“一带
一路”沿线 45 个国家和地
区。

中欧班列以其运距短、
速度快、安全性高的特点，搭
建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作的新桥梁，成为国际物
流中陆路运输的重要方式。

自2013年11月底开行以来，
中欧班列“长安号”不断提
速、扩线，已成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黄金
通道”。

目前，中欧班列“长安
号”向西已开通西安至中亚、
欧洲15条线路，覆盖45个国
家和地区；向东通过海铁联
运，实现与美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的无缝对接，
真正构建起“海陆空网”立体
丝路开放通道。

中欧班列“长安号”
已覆盖15条线路45个国家和地区

印度首次成功试射
陆军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