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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
股东会，股东会通过并确定的股东
及持股情况如下：岳阳市开源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399 万元，出
资比例 49%，出资方式：货币。内
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 6772.35 万元，出资
比例 44.85%，出资方式：货币。中
国内蒙古森工集团绰尔森林工业
有限公司出资 928.65 万元，出资比
例 6.15%，出资方式：货币。

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 月 24 日

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确定股东及股东持股情况公示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0 日电 （记者 勿日汗 哈丽娜）记者从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1 年 11 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发现一处距今 4000 年前朱开沟文化遗址，
清理发现了房址和墓葬等多种文化遗物。这些新发现为探讨朱开沟文
化内涵增添了新材料。

这个距今 4000 年前的朱开沟文化遗址被命名为沙日塔拉遗址，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沙日塔拉村，遗址面
积约 50 万平方米。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沙日塔拉遗址进行了抢
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清理发现房址 8 座、灰坑及灰沟 30 处，
墓葬 31 座，路面 2 条，灶址 1 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
150 余件。

发掘的房址多为圆形、圆角方形、方形等，是半地穴式结构，保存较
差。灰坑多为圆形，平底或圜底，个别灰坑中埋葬有完整的狗骨架，有祭
祀性质。发掘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式墓葬，多为圆角或弧边长方形，墓
葬有成人葬和儿童葬两种，多为单人葬，几乎没有葬具。

考古人员介绍，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贝饰，但它们不是本地特
有产物，是从遥远的区域交流而来，说明当时在此生活的先人与其他地
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物品流转。而且地表采集的青铜器和冶炼烧
结块，也说明遗址很可能存在着冶炼铸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活动。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足瓮、绳纹鬲、单把鬲等用于生产生活的陶
器；石器以石刀为主，骨器有锥、针、筒、簪等；卜骨是利用牛或羊肩胛骨
加工而成，加工方式为烫、灼、钻等。

考古人员认为，沙日塔拉遗址为研究史前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形态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内蒙古发现一处距今
4000年前朱开沟文化遗址

□新华社记者 张伯达 郑昕

时间的产生、保持，以及把时间信
息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送出去，叫作“授
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国一代
代授时人扎根大西北，甘坐冷板凳，筚
路蓝缕、创新自强，铸就了精准的“中国
时间”。

——题记

在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所在
地——西安市临潼区，自西向东从西安
主城区驶来的地铁在抵达华清池站后，
以一个近乎直角的角度折向北行。

一部分原因，是要避开东侧约两公
里外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以免
有可能影响从这里产生并保持的中国
的国家标准时间——北京时间。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在其前身陕
西天文台的建成之初，主要是为满足国
防与经济建设的急需而设立的。如今，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
张首刚和他的“时间团队”实现了多项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把我国标准时间与
国际标准时间的偏差从 100 纳秒减小
到 5 纳秒内，使其整体性能位居世界前
列，将国家利益镌刻进“星辰大海”。

争气 立志要造“中国大钟”
张首刚的办公桌台面夹层下铺着

一件白色 T 恤衫，印着一个桶状精密装
置的图案。

“T 恤是我在法国巴黎天文台毕业
时同事们为我定做的。画面上的装置，
就是我参与改造的世界上第一台铯原
子喷泉钟。”他说。

在国际单位制的七个基本物理量
中，时间是测量精度最高、应用最广的
一个。1967 年，为提高时间测量精度，
第十三届国际计量大会修改了时间单
位“秒”的定义，以反映地球自转状态的
天文时“秒”变更为以原子内部电磁振
荡周期计时的原子时“秒”。自此，一些
物理学家为能否研制出关乎时间产生
与保持的原子钟，即原子频率标准（频
标）而努力，这不仅是一国时间频率科
学先进与否的战略资源，更是国家主权
的彰显。

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物理
学家王义遒说过：“在精确打击时代，原
子钟的作用不亚于原子弹。”

“1998 年，一名西方国家的知名物
理学家在中国参观后，说中国原子钟实
验研究靠‘碰运气’。我在与实验室其
他科研人员闲谈中得知了这句话，被深
深刺激，立志要做出一台长中国人志气
的原子钟。”张首刚说。

2005 年，张首刚海外学成回国后离
开北京，来到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国家
授时中心，主持原子钟研发与标准时间
研究。

“当时国家授时中心用于守时的小
铯钟完全依赖进口，更没有基准型铯原
子喷泉钟，就连相关研制设备和研究人
员也都没有。”据张首刚的大学校友且
几乎同期归国的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
郭文阁回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
首刚从一个人起步、从单位一间地下室
起步、从一把螺丝刀起步，搭建平台、招
募人才。

现如今，他建立起的国家授时中心
量子频标研究室已拥有近百名中青年
科研人员，并发展成为中科院重点实验
室；不仅自主研制出了国际先进的基准
型铯原子喷泉钟，还在 2018 年实现守
时型光抽运小铯钟的产品化。

应用广泛的便携化小铯钟产品，此
前 50 多年都被美国独家垄断。2017
年，小铯钟产品陆续对华禁售。

如今这款国产小铯钟不仅已应用
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长河二号导航系
统、5G 通信系统以及北极科考等任务，

也装备在国家标准时间产生与保持系
统。2021 年 11 月，三台国产小铯钟在
国际标准时间计算中取得贡献权重，并
被国际权度局推荐给各国用于标准时
间的产生。

“那位说中国靠‘碰运气’的外国科
学家，在 2019 年的一次学术年会上碰
到我时，对中国时频领域取得的成就表
示了钦佩。”张首刚说。

奉献 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与张首刚的那件 T 恤衫同样在他

办公室一放就是好几年的，还有四瓶香
槟酒。这是他从法国带回来，起初是准
备在某次重大突破后和大伙儿庆祝用
的。

可直到现在，哪怕他们取得了再多
科研突破，庆功酒都未启封。张首刚
说，并非无功可庆，而是授时人心中都
有一面表盘：在对准确度和稳定度性能
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每一次付出的终
点，都会周而复始成为新的起点。

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传递
曾长期被外国人所主导并把持。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国防和经济建设
的启动，急需在内陆腹地的隐蔽地点建
设一座授时台。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坐落于陕西
省 蒲 城 县 的 陕 西 天 文 台 在 1966 年 始
建，并于 1971 年开启短波授时。

参与陕西天文台创建的，有不少是
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科学
家和青年大学生。曾任陕西天文台台
长的漆贯荣回忆，当时刚从南京大学毕
业的他，与首批另外十多名青年下了火
车转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才抵达远离
人烟的蒲城县金帜山下。

回忆当时眼前荒草丛生的工地，漆
贯荣说：“就算是搬石头，也要凭着双手
把天文台建起来！”

短波授时台的建成，使我国具备国
土全覆盖的陆基无线电授时能力，翻开
了中国授时的新一页。在此基础上，长
波授时台小功率试验台于 1976 年 7 月
试播，4 个月后，信号正式每天定时发
播。

“搞全国性的一个钟⋯⋯不光是对
尖端技术重要，而且对我国自然科学，
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钱
学森曾这样形容长波授时台的意义。

长波授时体系的建成，让中国赶上
了世界步伐。这项成果也在 1988 年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独立自主的授时体系建设中，一
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扎根西部、科技报
国。为进一步适应国家对授时工作的
要求，陕西天文台在 1980 年搬至临潼，
并于 2001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
时中心。地址与名称虽变但初心未改，
新时代的授时人赓续着红色血脉，执着
于钻研与奉献。

原子钟是前沿理论和尖端技术的
结晶，用十年乃至更久时间做出一台原
子钟是常态。

授时人受的苦，有时不只是身体的
苦：有的久坐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也没时
间去做手术，有的脚踝骨裂打着石膏拄
着拐在春节假期跳进实验室；但更多
的，是与成百上千个部件仪器“长相厮
守”坐冷板凳之苦。

光钟是前瞻性原子钟，国家授时中
心研究员常宏负责着锶原子光钟的研
制。在科研关键阶段，身为家中独子的
他先后经历了父母的因病去世，其中父
亲去世前就已瘫痪六年。“以前最怕夜
里接到电话，说家里老人有情况。”

但他说，在这全世界都盯着的战略
高地，想要抢占下来，时间窗口只有一
两年。国家的计划，不能在自己这里耽
误了，再难也得咬着牙把研究推下去。

“ 造钟是值得一生为之付出的事
业，因为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造钟也
是一生干不完的事业，因为各行各业的
发展进步对原子钟性能，包括使用便捷
度的要求无止境。”张首刚说。

投身这项事业至今的 31 年里，他带
队研制出了 9 种不同应用类型的新型原
子钟。

创新 不断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经济社会发展脉动的通信、电力、

金融、导航等系统，其有效运行都有赖
于高精度的时间同步。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授时系统不仅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公益工程，还是关乎国家安
全的战略重器。

2003 年，为满足国家重大急需，国
家授时中心与相关研究院所凭借时间
频率技术与天文科学理论的积累，用不
到三年时间研制建成中国区域定位系

统（CAPS）演示验证系统，精度不亚于
美国 GPS 卫星导航系统。

“CAPS 系统建设体现出‘勇于创
新’的精神，依然在鼓舞着新时代授时
人前行。”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党委书
记窦忠说，创新是引领科技进步的第
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授时
中心坚持自主创新不停步、走快步，在
国家战略的必争领域加强布局、做强
做大。

把比微波原子钟精度更高的光钟
送上太空，实现高精度空间时间基准，
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张首刚
和团队的十多名中青年“钟匠”，用十年
打造出了中心的第一台地面光钟，如今
的工作是把这台铺开来足有 20 多平方
米的光钟塞进不到 1 立方米的空间站实
验柜，其难度不只是器部件的尺寸缩
小，更是系统与工艺的再造，需要突破
系列关键技术。眼下，这台“争气钟”正
加紧在国家授时中心研制。

“国家授时中心的时间频率研究和
授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就是有这群
可爱的同事们。”张首刚说，“国家人”做

“国家事”、“国家队”担“国家责”，国家
授时中心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致
力于填补一个又一个国内空白：

——重启世界时这一战略资源的
自主测量，摆脱此前世界时数据对国外
的依赖，保障我国航天任务的顺利进
行。

——启动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建
设，将光纤授时与改进后的长波授时结
合形成地基授时，并与卫星授时融合，
搭建天地一体的授时体系。

——发展网络时间传递及应用新
技术，在云端建立节点，建立起网络授
时系统，填补高精度“北京时间”在网络
空间的缺位。

⋯⋯
“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授

时服务就跟到哪里。”张首刚说，授时人
将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和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坚持自主创新引
领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的授时工作中
夺取更大的成绩。

（参与记者 梁爱平 张晨俊 张
博文）

（新华社西安 2 月 10 日电）

大国“钟”匠
——记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首刚和他的“时间团队”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王辰阳

虎年春节假期刚过，各地便投入了紧张的生产建设和工作当
中，一系列重大项目开工仪式展示了热气腾腾抓开局的图景。

开工意味着起步。一个地方的一年或一个时期的发展能
不能起好步，对后势影响巨大。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提出，要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为此，虎年开工贵在“早”。

要早谋划，对经济运行中的堵点难点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关
政策，尽量走在市场曲线前面；要早安排，对资金下达、税费减
免、项目开工等已经明确的工作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最大限度
营造良好环境、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举凡大事，谋定而动。我们要有“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
的状态和准备，做到“谋定而快动”。“快动”不仅考验一个地方
的拼劲、闯劲，还需要简政放权、制度创新的巧劲，各级政府部
门都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看准了就要敢于“踩油门”、积极“设
路标”。

虎年开工，还要突出“实”。要真开工、抓落实。过去，曾经
出现过“假开工”现象。口号喊了、坑也挖了，过几个月去看，却
没有任何动静。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不仅贻误工作，更败坏
风气，必须引以为戒。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实物工作量”是一个关键指
标。各地要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对
弄虚作假、开工后没有实质进展的，要严肃查处，确保项目建设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确保各项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北京冬奥赛场上，中华健儿们踏雪走冰、争金夺银。对于
每个地方、每个人来说，面前其实也有一个新赛道、新赛场。虎
年新春，拿出生龙活虎的干劲、打出虎虎生威的气势，才能不负
春光不负时代。

（新华社上海 2 月 10 日电）

虎虎生风

：虎年开工要

﹃
谋定而快动

﹄

□新华社记者 韩冰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的“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果然依旧充斥着诋毁
中国发展道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内
容，再次印证美国政界陷于动辄拿中国
说事的偏执已难以自拔。

在美国政界，强行把美国国内议题
与中国捆绑、企图借此遏制打压中国，已
成为制定一系列法案和政策的习惯套
路。推出美国基建法案，口口声声要以此

“对抗中国”；为加强美国创新立法，声称是
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批准美国国防预
算，不忘夹带“制衡中国”私货⋯⋯这些政
客群体的格局如此偏狭、目光这般短浅，
实在悲哀。

美国想怎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是
美国自己的事，但美政客却从遏制和打
压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上为自己找出路，
再次暴露了美方霸权本性和霸道做派。
近年来，美政客不择手段抹黑中国形象、
不遗余力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拉小团
伙妄图阻碍中国发展，“现代海盗”的丑
陋面目早已世人皆知。美方为一己私
利，肆意打压他国、破坏和平稳定的卑劣
行径，在全球范围内不得人心。如今，一
些美国政客继续罔顾中美关系大局，一
步步企图将打压中国的错误主张以法律

形式固化，竭力将中美关系引入冲突对
抗的歧途，险恶居心值得高度警惕。世
界有识之士当共同努力，不让卑劣成为
卑劣者的通行证。

妄想通过对中国“卡脖子”、给中国
“下绊子”，来提高所谓“美国竞争力”，只
会贻误美国“自救”。当前，美国社会经
济问题层出不穷，抗疫漏洞百出、财政负
债累累、产业实力下滑、贫富差距扩大、
种族歧视难消、暴力枪击频发，种种“美
国病”暴露美国国家治理体系深层弊端，
归根到底只能通过提高美国自身治理能
力解决。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等人
也承认，美国的失败“不是中国的错”，美
国必须审视自己的错误，进行制度性改
革。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等人士早已指
出，从团结抗疫到振兴经济，从改善基础
设施到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最应该做的
恰恰是和中国加强合作。美国的政客们
该醒醒了：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自
己。汲汲于打压中国，到头来只会落个
木匠做枷——自作自受的下场。

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
更好的生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中
美合则两利。美政客应端正心态，摒弃冷
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看清大势所趋和人心
所向，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打压中国只会贻误美国“自救”

2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首刚（中）在空间窄线宽激光实验室与科研团队成员交流。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0 日 电 （记 者
王雨萧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10 日说，希望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加征
关税和制裁打压措施，为双方扩大贸易
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网上新闻发布
会上，高峰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协
议生效以来，中方努力克服疫情冲击、全
球经济衰退、供应链受阻等带来的多重
不利影响，推动双方共同落实。他还表
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

发布会上，高峰还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认真履行加入承诺，遵守世贸
组织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的各项义务，
全面取消了协定下的禁止性补贴。对于
世贸组织规则允许使用的其他补贴，中方
的补贴水平和方式均符合世贸规则。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取得的
成功，主要靠政府干预。我们反对这样
的看法。”高峰说，过去 40 多年的事实表
明，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
成功，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发挥政
府作用有效结合的成功。中国的改革开
放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
经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商务部：希望美方尽快取消
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打压措施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0 日 电 （记 者
王鹏）记者 10 日从国家广电总局获悉，

《“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于日前
印发。按照规划，“十四五”时期将规范
包括演员片酬在内的收入分配秩序，推
广使用标准化、制度化、制式统一的片酬
等劳务合同。

在规范电视剧市场秩序方面，规划同
时提出，促进电视剧市场公平竞争，坚决反
对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垄断行为，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鼓励资本与产业良性
互动。引导电视剧制作机构科学合理安排
制作成本结构，加强成本管理和收入核算。

规划指出，将持续优化市场环境，健

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机
制，严肃处理有偷逃税、“阴阳合同”、“天
价片酬”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演员和相关
机构，禁止违法失德艺人通过电视剧发
声出镜。规范电视剧行业经纪人、经纪
公司等市场主体管理。

此外，规划提出，发挥电视剧行业组
织作用，对从业行为进行行业规范，对违
法违规从业人员实施行业惩戒。健全导
演、编剧、制片人、演员、经纪人等电视剧
领域从业人员常态化培训机制，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明确红线底线，推动从业人
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
高尚职业道德，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广电总局：
“十四五”时期将规范演员片酬

2 月 10 日，游客在昆明捞鱼河湿地公园内观赏郁金香。近日，云南昆明捞鱼河湿地公园内
23 个品种约 100 万株郁金香进入盛花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花海泛波春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