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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把握科
技创新驱动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
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
一动力”。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
最根本、最可持续的竞争
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推进各
项工作的逻辑起点，以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落实
交通强国建设各项任务。

要着力推动前沿关键
科技攻关。坚持从交通强
国建设的急迫需要和长远
需求出发，按照“夯基础、补
短板、增优势”的思路，推动
重点领域科技攻关。要加强基础研
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
设养护理论体系。要发挥举国体制
优势，在交通装备、专业软件等领域
加强攻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问题。要加强前瞻研究，积极推
动新型载运工具等前沿技术研发，抢
占未来科技制高点。

要推动交通运输产业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是在产业链条
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
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
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
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交
通强国需要有强大的交通产业，要坚
持协同发展理念，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交通
建筑业、交通装备业和运输服务业转
型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要 促 进 新 技 术 与 交 通 运 输 融
合。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多学科专业
交叉群集、多领域技术融合集成的特
征日益凸显。交通运输点多、线长、
面广，是先进技术集成应用的重要场
景，是对先进技术发展特别敏感的行
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必须坚持开
放包容的原则，大力促进信息、制造、
能源、材料等领域先进技术集成创新
应用，提升交通运输智能、安全、绿色
发展水平。要大力推进实施交通“新
基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为交通基
础设施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

要打造世界前列的科技创新能
力。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
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
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当今世界
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必须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
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
领军人才；要积极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
享，建设一批综合性、高水平的国际化
科技创新基地，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为人才发展搭建广阔舞台。

三 、协 调 各 方 共 同 为
交通强国建设营造良好创
新环境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全行
业要坚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下好
一盘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共同以
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要注重“建机制”，为科技创新提
供制度保障。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建立健全部门协同、部省联动、政企
合作等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力量，形成
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高校、科
研单位和企业要建立产学研用协同的
技术创新机制，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打
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科
技创新全链条，让创新要素有机衔接、
畅通流动。

要注重“搭平台”，为科技创新拓
展发展空间。夯实科研基础支撑和条
件保障，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平台，以包容的心态，推动
资源开放共享，广聚社会各界力量。
要加强标准规范制定，为新技术提供
坚实的应用场景。要进一步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利用好科研单位自有
研发经费，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不断完善多元
化、多渠道、多层次的交通运输科技
投入体系。

要注重“优环境”，为科技创新提
供源头活水。各级政府部门要认真落
实中央科技改革精神和各项具体举
措，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环境，
最大限度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
蕴藏的巨大潜能。高校和科研单位要
加快构建激励科研人员在原始创
新、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上久久为功、
持之以恒的机制。企业要秉持科技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理念，为科
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号角已经
吹响，全行业科技工作者要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立
足行业发展需要，坚持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用勤劳和智慧，不断提升交
通运输科技创新水平，为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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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气象显示，今年第 14 号
台风“灿都”于 9月 14日凌晨由强台风
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 7 时其中心位
于上海市偏东方约 225 公里的海面
上。预计“灿都”将于 9 月 14 日至 15
日在东海西北部海域回旋，强度变化
不大。

连日来，“灿都”路径扶摇北上、来
势汹汹，为东南沿海城市带来较大影
响，对此，上海、江苏、福建、浙江等地
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响应，做好台风天
气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在上海，截至 9 月 13 日中午
12 时，上海海事局已启动 II 级防汛防
台应急响应，共组织疏散船舶 994 艘，
辖区安全形势稳定。

金山海事局执法人员对辖区的岸
线和金汇港、南门港、南竹港三大支流
港及其附近水域开展再巡视、再排摸，
核查避台船舶情况。巡视期间，执法
人员发现停靠在南竹港闸口的 1 艘工
程船上有 5 名船员不愿离船，未及时
撤离。执法人员当即对船员进行宣
传，耐心地劝说船员撤离上岸，但由于
船舶位于河道中央且没有潮水，船上
人员无法上岸。执法人员根据潮水情
况，紧急协调辖区社会志愿船舶，帮助
船上人员安全撤离。当天，在南竹港
避风的 53 艘船舶上的人员已经全部
撤离。

——在江苏，长江江面风力明显
加大，小型船舶进江风险增加。对此，
镇江海事局海巡艇和各快反中心反复
宣传，提醒抛锚船舶加强值班，防止发
生走锚等险情。

南通如东沿海风电、港口设施建
设等水上施工项目多，作业船舶和人
员多，受恶劣天气影响明显。为全力
做好本次台风防范工作，南通海事全
面、精准开展排查、检查工作，确保不
留死角、不留一船、不落一人。例如，
南通如东海事处在距岸 40 公里以上
的风电场海域，对风电场的水上平台、

起重船、拖轮、定位驳、铺缆船等进行
逐一摸排和宣传。

——在浙江，受台风“灿都”影响，
9 月 13 日，杭州水上巴士公交 1、2、3
号线，旅游船全线停航。当日 10 时运
河拱宸桥水位达 2.12 米，杭州交通港
航执法部门内河大队决定即时起禁止
空船驶入北星桥至京江桥航段水域，
内河辖区码头全部停止作业。另在杭
州鸦雀漾锚地滞留船舶约 500 艘，杭
州交通港航执法部门内河大队实时发
送信息告知船户航道信息和当前采取
的管制措施。

“‘鑫武 6轮’，宁波 VTS呼叫，宁波
VTS 呼叫。你轮目前锚位及船速异
常，请确认是否走锚。”9 月 13 日 05 时
47 分，宁波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值班员发现象山港大桥东侧锚泊船

“鑫武 6”轮偏荡轨迹异常，疑似船舶
走锚，立即介入进行无线电甚高频呼
叫点验。

据介绍，这是宁波沿海进入Ⅰ级
防台后，海事部门开展的第 4 轮船舶
点验。仅“鑫武 6”轮所在的象山港大
桥水域两侧就有 237 艘次商船在该水
域锚泊避台，海事部门需要每 4 个小
时完成一次覆盖性点验，每个小时将
最新的台风动态信息及防台安全措施
传递至船上。

据统计，目前在宁波沿海避台商
船超过 1400 艘，在船人员 6700 余名，
海事部门已针对象山港大桥、佛渡水
道等重点水域点验船舶 9300 余艘次，
有效避免船舶走锚险情 6 起，相关工
作仍在进行中。

——在福建，截至 9 月 12 日 17 时，
当地客渡船 232 艘（已停航 90 艘）、危
险品船 121 艘、修造船 364 艘，全省沿
海的 346 艘施工作业船全部停工避
风。

（通讯员李雪映、麻宏宇、郗林、王
健达、刘立春、刘玉宝、陈一扬，特约记
者潘洁沣对本文亦有贡献）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王有哲 丁文 康承佳 姚飞宇 魏鋆依

风雨中的较量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孙 丹 妮
通讯员 梁鸿旭）9 月 14 日，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布中国运
输生产指数（CTSI）显示，8 月
CTSI 指数总体呈现“货运平稳
增长、客运明显下降”的特点。

2021 年 8 月，中国运输生产
指数（CTSI）为 150.7 点，同比下
降 6.7%，两年平均下降 7.8%，降
幅较 7 月扩大 6.1 个百分点。分
结构看，CTSI 货运指数为 196.7
点，同比增长 4.5%，两年平均增
长 4.8% ；CTSI 客运指数为 62.6
点，同比下降 43.8%，两年平均下
降 40.1%。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
中心副主任周健认为，8月，CTSI
货运指数两年平均增长 4.8%，增
速较 7月略有回升，随着部分地区
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
退，使得货运指数出现一定幅度
回升，但仍明显低于今年上半年；
CTSI 客 运 指 数 两 年 平 均 下 降
40.1%，降幅较 7月扩大 26.2个百
分点，主要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

导致暑期旅游出行、商务出行等需求明显减
少，月度客流规模创今年以来新低，使得客
运指数出现大幅下降。

本报讯（全媒记者 黄理慧）近日，交通
运输部海事局发布关于调整海船最低安全
配员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记者
从中国港口协会获悉，按照目前市场工资
水平估算，此次调整预计将为全国拖轮公
司节省年运营成本数亿元。

通知指出，自 2022年 9月 1日起，在监督
检查中发现拖轮所持《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
书》低于《海船甲板部、轮机部和客运部最低
安全配员表》（简称《安全配员表》）规定标准

的，应当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
理。《安全配员表》显示拖轮在港内连续航行
超过 8 个小时，甲板部相应增加 1 名二副或
三副配员；对于 750千瓦及以上港内拖轮，轮
机部可减免三管轮（或轮机员）1人。

据中国港口协会介绍，今年 3 月，中国
港口协会向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提交了《关
于建议对港作拖轮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进行
修订的请示》。交通运输部海事局高度重
视，自 2021 年 4 月先后赴青岛港、天津港开

展船舶现场考察，与拖轮船员、引航员以及
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以微信小程序、内部
函件、网上征求意见等多渠道多手段收集
了相关数据及各相各方意见，并于 7月在北
京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推进该项工作。

据悉，此次调整综合考虑了先进科技在
拖轮生产作业中的应用，本着科学严谨实事
求是的原则，解决了航运企业发展当前面临
的困难，在保证拖轮安全运行前提下，既能合
理有效使用船员资源，又能为企业降低成本。

全国拖轮公司预计节省年运营成本数亿元

海船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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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刘彦
姗）近日，天津海事测绘中心完成了黑龙江
莲花湖、兴凯湖水域测绘工作。此次测绘
工程是天津海事测绘中心推进落实海事航
保“一体两翼、融合发展”重要工作举措之
一，主要解决黑龙江海事局管辖水域莲花
湖、兴凯湖无监管图可用的现状，填补重点
监控水域电子水深图空白，充分发挥海事
信息化在海事监管中的关键性作用，提升
海事监控能力。

为贯彻执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印

发 2021 年海事测绘计划的通知》要求，天津
海事测绘中心测量四分队于 6 月 1 日进驻
莲花湖海事处，开始进行测量船选看，采买
五金等前期准备工作，途中遇到天气恶劣、
水位大幅度低于勘探期间深度等困难，测
量人员迎难而上，在 7 月完成莲花湖 70%的
外业工作。

8 月初，测量人员转场大兴凯湖测量工
作，克服连续出现的大风大浪等困难，争时
间、抢进度、保安全，紧张有序地开展地形
测量，对图幅范围内兴凯湖管委会观光长

廊、新开流旅游码头、海事处前方基地海巡
码头进行了实测，对兴凯湖湿地公园、新开
流景区及码头附近变化的岸线及相关地形
进行了修测。

目前，莲花湖、兴凯湖水域测绘工作均
已完成，进入资料整理及数据成果质检阶
段，测量过程按照测量规范要求进行。下
一步，天津海事测绘中心将按照质检要求
严格检查，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本次
测绘任务，助力黑龙江区域海事监管、海事
监控能力提升。

天津海测完成黑龙江莲花湖兴凯湖水域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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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工作人员为靠泊的船舶加固缆绳振华重工工作人员为靠泊的船舶加固缆绳。。振华重工供图振华重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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