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TRANSPORT NEWS主编 王姗姗 责编 杨红岩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视 点 版3
电话：010-64252287 传真：010-64250637 E-mail:xw3b@zgjtb.com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海上风浪较大，救援

点附近有比较锋利的暗礁，在救援过程中，“华英

391”艇释放了一个“U”形充气救生圈。远远望

去，只见这个救生圈自行快速滑行到落水者身

边，落水者及时抓住并趴在上面，智能遥控救生

器随即载着落水者，滑行到救生船边，获救人员

通过“攀爬网”登艇获救。

“这是东海救助局新引进的一种智能遥控救

生器，其自身带有动力，可以配合无线电操控前

进，空载移动速度为五节，满载移动速度为两节，

空载的续航能力为 45 分钟，满载续航能力为 25
分钟，遥控距离最远可达 300 米，落水人员拉住

救生器后，它能够带着落水人员慢慢返回。并

且，救生器可以到达一些大型救助船艇无法到达

的一些浅滩暗礁等水域进行救助，大大提高人命

救助成功率。”唐国胜向记者介绍，智能遥控救生

器救人第一次在厦门乃至福建省内演示。相较

于传统救援方式，智能遥控救生器可以实现精准

的人命救助，“在一些特殊救援条件下，如海况恶

劣等情况下，救援人员无法靠近落水人员，使用

这种救生器，可极大提高救援效率。”

当日，“东海救 202”轮也现场演示了带有厦

门特色的“捞网救人”技术。现场，“东海救 202”

轮向另外一名落水者靠近，待船的一侧贴近落水

者，救援人员就从船头放下一张巨大的“捞网”，

落水人员在救援人员引导下，游到网内。“捞网”

随即升起，落水人员安全获救。

“‘捞网’可以一次性捞起很多落水人员，救助

效率高，特别适合在靠近港区、旅客人数众多的厦金

航线、厦鼓航线等附近区域值守。”工作人员介绍。

据介绍，接下来，厦门市海上搜救中心将继

续加强与周边省市交流与合作，抓好海上安全和

搜救应急工作落实，促进搜救应急协作能力的不

断提升，维护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智能遥控救生器首次亮相救人

接到通知后，“海巡 08180”艇迅速接载曙光

救援队的专业潜水人员抵达现场。救援人员发

现，快艇上落水人员几经挣扎后已经体力不支，

急需救援人员下水协助。

作为厦门海上比较成熟的 3 支志愿者队伍

之一，“曙光救援 1 号”艇当日在现场成功展示了

“活饵救人”法——救援人员在靠近落水者位置

下水，以自身为“饵”，快速游到落水者身边，将其

救起，整个过程仅用了 5 分钟。

由于快艇侧翻，另有一人被压扣在船底，在

密闭空间内处于缺氧状态，急需救援。

据悉，翻扣船救援历来都是救助难点。翻扣

船救助可能需要敲击船体、潜水探摸、固定船体、

增加浮力、切割开口、拖带到附近浅滩等救助措

施，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性。

“海巡 08180”艇接载“曙光救援 1 号”艇的专

业潜水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下水，攀至快艇底

部。记者远远看到，潜水人员通过不断变化位

置、敲击船底、潜水探摸等方式确认是否有人被

困。得到被压扣人员回应后，他随即双手抓住快

艇底部的绳子，用力一翻，将快艇大力扶正，一气

呵成，成功救出被翻扣在艇下的“人员”1 名。

救助翻扣艇一气呵成

“险情”突发
紧急启动预案组织搜救

10 月 25 日 15 时，一艘快艇与一艘帆船在厦门东部

水域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帆船上 2 名人员落水。因速度

过快，碰撞后快艇侧翻倾覆，快艇上共有 2 人，其中 1 人

落水，1人被侧翻的快艇压扣在船底下，情况危急。

时间就是生命。厦门海上搜救中心接到遇险报

警后立即启动预案，通知翔安搜救分中心具体组织海

上搜救行动。翔安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派“海巡

08179”“海巡 08175”“海巡 08172”“东海救 202”“华英

391”船艇和“曙光救援 1 号”艇等前往现场救助。

翻扣船救助、智能遥控救生器救助、捞网救助……一

场多部门协同联动、新技术新设备充分运用的海上救援行

动迅速展开。从事故发生到落水人员全部被救起，全

程仅用 30 分钟，充分展示了厦门海上搜救能力。

“本次演练由厦门市海上搜救中心主办，翔安海

上搜救分中心、东海救助局厦门基地、厦门曙光救援

队承办，有效地展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联合救

助模式。”演练现场总指挥、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

任唐国胜介绍，演练全程无脚本、无预演，各参演力量

从接警到迅速反应、力量调度、任务分配、救援等环节

均实现了有序高效处置，最大程度锻炼了各参演力量

的应变能力和协调配合能力；来自福建、广东、海南、

广西的 20 余名搜救行业内领导、专家现场观摩演练并

就进一步巩固海上搜救联动合作机制等进行了专业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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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搜

救中心，我在厦门东部五缘湾

大桥附近水域，一艘帆船与一

艘快艇发生碰撞事故，4人落

水，请求救助！”接到遇险报警

后，厦门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指挥翔安搜救

分中心具体组织和协调海上

搜救行动。此场景来自 10月

25日福建厦门海事局牵头组

织的 2018年华南四省（区）海

上搜救观摩演练现场。

近年来，随着休闲旅游

业的发展，厦门海上休闲旅

游船舶日益增多，一些游客

驾驶帆船、皮划艇在海上游

玩时误入航道、浅滩或船舶

通航密集区域，产生很大的

风险。面对海上搜救工作的

新形势、新挑战，厦门海事局

着手牵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

并进行模拟搜救演练，全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与社会和谐稳定。

捞网救助。

志愿者“活饵救人”。

救援人员把翻扣艇扶正。

演练场景。 罗盈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成效显著，深得党心民心。如何乘

势而为，党中央作出了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部署。历史告

诉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犹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不往纵深发展，管党

治党现在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丢

掉。因此，如何纵深，是管党治党的

关键和要害。实践中看，至少在以

下几个方面要体现纵深。

要推动管党治党由标到本，固
化经验和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体上

看主要是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

间。事实上，这一策略抓住了问题的

关键所在。一些人藉以治本而不去

治标，实则不仅标不去治，而且是假

的治本。标本兼治，首先要治标。当

然，全面从严治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纵深发展如何体现？就是要由

过去以治标为主，更加突出和强化治

本，步步深入、善作善成，通过正心修

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坚持思

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把好的

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不断开创管党

治党新境界。

要推动管党治党由浅入深，解
决深层次问题。管党治党历来是

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党的十八大

以来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一

些容易解决的、浅显的问题已经得

到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获得党

心民心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全

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大量的实践告

诉 我 们 ，有 两 种 倾 向 必 须 高 度 关

注，一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

益凸显出来，二是一些老问题死灰

复燃、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

这两种趋向时刻都会使全面从严

治党举步维艰。当然，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党内存在的这些深层次

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解决

这些问题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要

有无畏的担当，以彻底解决这些党

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要推动管党治党自上而下，延
伸到最基层。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管

党 治 党 的 实 践 看 ，党 中 央 坚 定 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得党心民

心。而一些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

的责任意识还不够强，力度还不够

大，是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纵深

发展，必然体现向基层延伸。当然，

一些人希望尽快向基层延伸，似乎

感觉是赶快把火烧到基层，自己好

暂避风头。完全错误！向基层延

伸，并不意味着上一级党组织管党

治党的力度就小了，须知全面从严

治党历来是全面的。向基层延伸，

与我们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

特点相关。基层党组织本身具有分

布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特定的

政治性的特点，决定了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发挥

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一方面是

要解决最接近群众的反腐领域，另

一方面是要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和政治功能，使全面从严治

党获得更持久的动力。

要推动管党治党破旧立新，加
大创新力度。步入新时代，管党治

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苟日新，日

日新。纵深发展，必然要顺应新时

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是要用好“破”

与“立”两手。“破”就是要破除旧的不

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理念、体制、机制、

方式方法，“立”就是把新的理念、体

制、机制、方式方法重新确立起来。

要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在继承中

坚持、在创新中发展，善于从党的优

良传统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善于

在创新实践中总结经验、开拓新路，

不断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作者系交通运输部党校副教
授、博士）

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向纵深发展
苏青场

长江航运绿色发展水平已实
现质的提升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航运是长江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目前长江干

线年通过货运量已高达25亿吨，是世界

运量最大、最为繁忙的河流，有力地支撑

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在看到水运成就

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航运对长

江水体污染和周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

响。一是航运的水污染不容忽视。航

运对长江水体的污染主要是运输船舶

的油污水、生活污水、船舶垃圾、洗舱水

等。根据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的分析估算，长江流域船舶生活污水

（黑水）产生量为 1575 万吨/年、灰水

2024 万吨/年；机器处所油污水 515万

吨/年，船舶垃圾 21 万吨/年，每年航运

船舶对长江流域水体污染的作用占总

体污染的3.5‰左右。二是危险物或运

输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长江干线每

年运输危险货物2亿多吨，主要集中在

长江下游化工产业密集地区。长江干

线是沿线城市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民用取水口为228个，干线运输繁忙，局

部江段船舶运输事故易发多发，一旦运

输危险货物的船舶碰撞出现泄漏等重

大交通事故，可能导致生态型灾难，后

果不堪设想。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交通运

输部近年来以绿色航运为抓手，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技术标准。如制定了

绿色航运发展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做

好顶层设计；提升长江航运船舶污染物

排放标准，严格限定污染物排放；实施船

型标准化，加快绿色船舶发展；推进绿色

港口建设，提升污染物处理能力和水平；

抓好生态航道建设，逐步实现航道与生

态环境更和谐；开展科技创新，引领和支

撑长江航运的平安绿色智能发展。通过

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长江航运

的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提升。

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必须依
靠科技支撑和引领

长江航运绿色发展既是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新发展理念建设长江经济带的

内在要求，又是实现长江航运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而这必须依靠科技支撑和引领。在

水资源开发和保护中，水运科技需要关

注以下几个问题：

生态航道技术的研发应用。长江

全长 6300多公里，其中干线航道里程

2838公里。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规划，

长江航道南京以下水深将达到 12.5

米，南京到安庆水深将达 8米，安庆到

武汉为 6米水深，武汉到宜昌为 4.5米

水深。长江航道治理工程量巨大，航

道建设、疏浚等工程对水资源和生态

环境影响大、深度广，需要高度重视生

态航道建设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实现

航道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长江三峡新通道建设技术。三峡

大坝航运通过能力高达1.38亿吨，超出

了设计通过能力的上限，已经成为长江

航运发展的瓶颈河段。当前船舶平均过

闸的等待时间为105.9小时。面对持续

增长的航运和过闸需求，长江三峡新通

道建设已经摆上议事日程，需要科学论

证并加快建设。这将是一个世界级的工

程，如何确保此项工程生态环保需要开

展科技攻关。

绿色船舶建造和现代运输组织技
术。船舶是移动的水体污染源。长江

实施船型标准化以来，船舶的平均吨位

已经达到 1630 吨，是 2010 年的 2 倍。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内河船舶

的建造质量标准和运输组织模式都有

比较大的差距，需要持续通过科技创

新，加强特定航线江船进海船型、无人

自主驾驶船型等研究，加快推进数字航

道、智能航运等技术应用，全面提升长

江航运的船舶和运输组织水平。

绿色智慧港口发展技术。2016年

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考察果

园港时寄语果园港区的建设者、管理者，

要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

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

流的服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

“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

部大开发服务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

设“四个一流”港口，本质就是要通过技

术改造提升和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长

江港口。我国沿海港口已经建成了世界

一流的全自动化智能集装箱码头。随着

长江航运运输结构的变化，长江港口也

需要进行智能化改造，无论是客运还是

货运，无论是散货还是集装箱运输，都需

要通过技术改造升级。

危险品运输物流监控和安全防范
技术。长江危化品运输数量巨大，安全

隐患风险剧增。为了确保危化品运输安

全可控、不出现大的污染事故和生态灾

难，不仅需要对沿江的化工企业进行重

新布局和安全治理，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还要对运输物流全链条加强监管，通过

科技创新，对船舶、人员、作业、码头进行

安全评估和改造，确保航运安全。

长江水系的环境治理将是一个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期的系统工

程，需要动员各方力量。交通运输部

水运科学研究院一直为长江经济带

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围绕上述技术问

题，已经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形成了

一些科研成果。一是发挥智库功能，

积极为部出台绿色航运等相关政策

标准提供智力支撑；二是发挥科研优

势，为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为了持续推进长江水资源的科学

开发应用，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将组织科研攻关、加快已有成果推广应

用。近期将着力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利

用大数据技术、数字航道技术等技术手

段，构建绿色长江、平安长江数字监控平

台，及时评估和掌握航运对长江生态环

境的影响；二是研发智慧水运和绿色智

能港口技术，如已有码头智能化改造技

术、数字航道技术、自主无人驾驶船舶

技术、智能航运监控技术等，为长江航

运平安绿色智能提供技术服务；三是继

续推进船型标准化、船舶污水垃圾清洁

化技术、清洁能源LNG和靠港岸电技术

等的应用，不断推进相关技术标准的制

修订工作。

（作者系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院长）

重视水运科技创新
促进长江水资源科学利用

李扬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第一大河流，也是联接
我国东中西九省二市的黄金水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长
江经济带建设，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这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了总遵循。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要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
源，统筹处理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的关系，确保
一江清水永续利用。当前的关键就是全力治理长江水污染，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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