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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每日电讯

来了，中国的标准动车组来了！
26 日 11时 05 分，两列流线型的“子弹

头”分别从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驶出。世
界建设等级最高的京沪高铁是它们亮相的
舞台。

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复兴号。它们共同
迎来了一个时代：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

“龙凤呈祥”，很中国

一个形似“飞龙”，一个酷似“金凤”，此次
亮相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上演了一出“龙
凤呈祥”。

看“飞龙”，整体造型似蓄势腾飞的巨龙：
车头采用修长的流线型，线条硬朗锐利，彰显
轩昂雄健之势。车头前部粘贴古铜色铁路路
徽，环绕车头的色带如“龙髯”。黑色涂装的前
脸庄严厚重，车灯如画龙点睛。

看“金凤”，纯白色的车身象征着纯洁和
神圣：车头前部粘贴古铜色路徽，车头正面金
色色带由前部顺势向上延伸至车顶，如金凤
展翅。用金色装饰司机室侧窗，形成“凤眼”造
型。“凤尾”演化成金色腰带，贯穿整车。

“‘复兴号’是基于中国自主研发的高速
动车组设计制造平台，是中国具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新一代高速列车。”中国铁路总公司总
经理陆东福说。

自 2012 年以来，在铁总主导下，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技术牵头，集合中车集团及相
关企业的力量，开展“复兴号”设计研制工作。
5 年间，高速动车组实现了由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的跨越。

去年 7 月 15 日，两列标准动车组在郑
(州)徐(州)高铁上分别以 420 公里的时速

“亲密交会”，1 秒间飞驶 117 米，成功完成世
界最高速的动车组交会试验。

铁总总工程师何华武告诉记者，如此高
速的交会试验考验了高铁在运营条件下究竟
能达到多高的速度，进一步验证了“复兴号”
整体技术性能，特别是首次实现了动车组牵
引、制动、网络控制系统的全面自主化，标志
着我国已全面掌握高速铁路核心技术，高铁
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他介绍，中国标准动车组完成了整车 60

万公里运用考核，欧洲一般只有 40 万公里，
其性能指标实现较大提升，设计寿命由现在
的 20 年提高到 30 年。

不仅跑得快，铁科院首席研究员王悦明
告诉记者，“复兴号”在车体更宽更高，提高乘

坐舒适性的同时，凭借流线型的“头型”和平
顺的车体使人均百公里能耗下降 17%。以前
动车组凸出的天线、高压设备都“藏”进了车
顶的凹槽里，连门窗都与车体完全找平，车辆
运行阻力下降 7 . 5%-12 . 3%。

“龙翔凤翥”，很智能

乘坐高铁，人们最关心的是够不够安全。
“复兴号”上，技术人员设置了智能化感

知系统，全方位建立强大的安全监测系统。
全车有 2500 余个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
出 500 余个。这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样，时
时刻刻对列车的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冷却
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行监
测。

铁科院首席研究员陆阳说，列车出现异
常时，系统可自动报警或预警，并能根据安全
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措施。此外，列车采
用了以太网技术，通过远程数据传输，可在地
面实时获取车辆状态信息，提升同步监测、远
程维护能力。

主动安全之外，还有被动防护。在流线型
车头的整流罩里，有一个 7 米多宽、2 米多厚
的“方盒子”。铁科院机辆所研究员张波介绍，
这是防爬吸能装置。如果列车“不幸”撞上落
到铁轨上的岩石，为了防止头车在碰撞下“爬
升”，甚至反而倒向后车的情况，这个装置能
吸收相当于将 210 吨物体提升一米所需的能
量。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防护，“复兴号”的头
车采用了车钩缓冲装置、防爬吸能装置和车
体结构三级吸能设计，为的就是防止司机室
和乘客车厢出现大变形，保护人员安全。

“我们设计了三种碰撞场景，比如相同列
车以 36 公里相对时速相撞，列车以 36 公里
时速与 80 吨货车相撞，列车以 110 公里时速
与 15 吨可变形障碍物相撞，并对每种场景下
乘客区生存空间变形量等参数进行了规定。”
张波说。

说完大安全，再来看小特色。移动互联网
时代，“复兴号”也紧追潮流：车厢内设置不间
断的旅客用 220V 电源插座，实现 WiFi 网络

全覆盖。张波表示，这一功能目前还在进一步
完善中，因为涉及与地面基站的通讯问题，有
时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好的情况，但总体而言

“复兴号”上实现移动上网是没有问题的。

“乘龙配凤”，很般配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别看
这两列标准动车组外形略有差异，但它俩“内
心”却高度一致。用行话讲，就是实现了高速
动车组的标准化。

10 多年前，中国高铁踏上了“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之路。初期，中国曾引入来自日
本、德国、法国等国四种型号列车，吸收各国
技术之长，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出了新型动车
组，其中就有在京沪线上创下过 486 . 1 公里
世界运营第一速的 CRH380A。

然而，平台、型号不同也带来了麻烦。标
准系统不统一，每种车都要有备用车停在车
站，车上的零部件也不能互换。司机的操作也
不同，有的车一个手柄，有的两个，甚至三个。
一换车型，司机就得重新学习。

“标准动车组要实现‘互联互通’，不同的
车互为备用，备品备件统一型号。在既有动车
组上曾发生的不适应中国运营的源头质量、
设计本身上的问题，要予以消除。”铁科院首
席工程师赵红卫说。

以动车组的动力分配为例。以前有 6 动
2 拖，也有 4 动 4 拖，“复兴号”统一为 4 动 4

拖，不管是 4 节、8 节还是 12 、16 节编组，都
可以自由组合。以前的动车组头车通常是动
车。运营中发现，列车最前面的车轮最易打
滑。“复兴号”将头车改为拖车，减少了空转，
也更有利于保护轮轨。

动车组的互联互通是个大考验。2015
年 7 月，两列标准动车组开始互联互通试
验。在现场参与试验的赵红卫回忆说，大部
分信号指令都对，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开门指令发出后，这列车的左门开了，
那列车的右门开了。大家连夜检查，第二天
解决了问题。半个月时间，按互联互通的大
纲来做试验共发现了 83 个问题，都得到了
解决。

“龙跃凤鸣”，很穿越

“‘复兴号’将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
力车型。”何华武说，经过多年成网运行，中国
高速动车组早已“久经沙场”，既无惧大漠风
沙，也适应高寒高热。“复兴号”可以经受零下
40℃到 40℃的环境考验，也能根据各地自
然、经济特征做适应性调整。

“像印尼雅万高铁，全是中国技术，中国产
品，中国标准。”何华武说，“复兴号”大量采用
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铁总企业标准，同时
采用了一批国际先进标准，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能，在 250多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回忆起当年，这位经历了中国高铁发展
全过程的总工程师说，10 年前，中国主要是
引进，向阿尔斯通、西门子、庞巴迪、川崎、日
立等取经，现在，人家来取我们的经也不少。

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高铁多年发展的支撑。
中国先后建成的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广

州、上海至昆明、哈尔滨至大连、郑州至西安、
兰州至乌鲁木齐、海南环岛等高铁，堪称世界
铁路的经典工程。截至 2016 年底，高速铁路
突破 2 . 2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的
60% 以上。中国铁路“走出去”项目遍及亚洲、
欧洲、美洲和非洲，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
铁路、匈塞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展望未来，何华武说，中国高铁还需要加
大创新，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比如，动车
组无人驾驶有人监控，在京张高铁上就会率
先试行。还有轮轨和航空飞行之间的速度差
距，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弥补？日本未来从东京
到大阪的磁浮线时速将达到 500 多公里，中
国用什么技术来应对？我们正在做低真空管
道磁浮试验。这些都是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记者樊曦、齐中熙、丁静、贾远锟)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致敬，咱中国的“复兴号”！

26 日，“复兴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中
国高铁正式迈进“中国标准动车组”新时代。

这一次，“复兴号”新标准到底“高”在哪儿？

新闻事实

6 月 26 日，“复兴号”率先在京沪高铁两
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分别
担当 G123 次和 G124 次高速列车。

作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
沪高铁时速可达 400 公里以上，研制过程中
的 254 项标准，“中国标准”占 84%。

截至 2016 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已达
2 . 2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深度分析

中国高铁虽然是后来者，却已成为“后发先
至”的样板。如今融入中国科技含量的高铁，靠
的不只是速度和价格，质量和技术才是关键。

“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基于中国自主研发
的高速动车组设计制造平台，是具有完全知
识产权的新一代高速列车。经过五年的研制
开发，特别是首次实现了动车组牵引、制动、

网络控制系统的全面自主化，标志着我国已
全面掌握高速铁路核心技术，高铁动车组技

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再者，“复兴号”安装了智能化感知系统

和强大的安全监测系统，安全性能超强。同
时，因为是标准动车组，标准统一，未来可在
各条高铁线路上使用。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一篇题为《中
国新工业革命》的文章中将高铁建设看作是
中国正在开展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文章说，中
国特有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勤劳创新使得中国
高铁技术得以迅速应用，并引领世界。

相关评论

在如何利用自我积蓄和引进外来技术
上，中国高铁做了有效探求，并在消化外来技
术后，进行了多方面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
顺应时势，目光长远，是中国高铁发展模式的
独到之处。

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过程
中，占比 84% 的“中国标准”构建出我国高铁
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中国标准”体现的
不再仅仅是中国制造，而是实现了从“中国制
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逐步全面系统掌握高铁核心技术的同
时，中国更是抱着“共济天下”的开放分享理
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高铁早
已迈出“走出去”步伐，在土耳其承建安伊高
铁、在印度尼西亚建设海外第一条中国标准
的铁路雅万高铁，也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架
起了惠及千万家的蒙内铁路……让其他国家
享受到中国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是中国制造
承载的中国担当。

背景链接

相对于中国，日本和欧洲的高铁如今什

么样？
国际上有种说法，高铁“始于日本，发

展于欧洲，格局大变于中国”。1964 年 10
月 1 日，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铁日
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运营。至今，日本的
新干线时速在 240 到 320 公里之间。

日本新干线的技术特点在于采用了动
力分散运行方式，每节车厢的车轮都安装了
驱动装置，而不是用火车头来牵引。这种运
行方式让火车在加减速和大坡度线路上的
行驶更加平稳，也降低了噪音和振动，提升
了乘坐的舒适性。中国高铁也全面采用这种
方式。

1981 年 9 月 27 日，欧洲当时唯一一条
高速铁路——— 巴黎到里昂间部分高铁线路开
通投入运营，流线型列车 TGV 一时声名大
振。截至 2014 年，法国高铁线路总长度为
2037 公里，最新的列车日常运行时速可达
320 公里。

德国高铁系统简称为 ICE，即城际快
车。1991 年，德国首个 ICE 高铁列车在汉诺
威到维尔茨堡的线路上运行。目前德国铁路
公司使用的最快客运列车为第三代 ICE，该
车采用动力分布式设计，最高时速可达 330
公里。

(参与记者：李宓、葛晨、徐晓蕾；编辑：
魏建华)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中国高铁强在哪儿
●国际上有种说法，高铁“始于日本，发展于欧洲，格局大

变于中国”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一篇题为《中国新工业革

命》的文章中将高铁建设看作是中国正在开展新工业革命

的标志

（上接 5 版） 2009 年前后，国内汽
车市场升温，辽源矿业集团方大锻造有限
公司产品供不应求。这家为整车企业配套
生产零部件的国有企业，决定投资 20 亿
元，上马两条国内先进的锻压生产线。没
想到， 2013 年第一条生产线刚投产，就
遭遇汽车市场降温，预计 30 亿元的年产
值缩水不足 5 个亿，投产之日便陷入亏
损。

“当时上马这个项目，我们也精心论
证过的，没想到很多同行跟我们一样扩大
产能 ，很快就出现行业饱和甚至过剩
了。”辽源矿业集团一位财务人员说。

更令人诧异的“大手笔”，是这家公
司花 1 . 6 亿元从德国订购的大型锻压装
备，海运到大连后曾长期寄存在港口，迟
迟不肯拉回去。据知情人反映，从大连到
辽源不过才 600 多公里，这些进口设备运
输由于超限需拆卡架桥，仅拉回辽源的运
输费就需 6000 多万元。

“蜗牛”产业的欣喜

如果用英雄迟暮来比喻这些煤城昔日
主导产业的衰落，近年来悄然升温的农产
品深加工业，却让人们感受其洗尽铅华的
真淳。这个过去因占地大、税收少而不受
地方政府“待见”的产业，以精深加工延
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日渐成为鸡西、

辽源和阜新的产业“新宠”。

鸡西市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品牌
农业转变、种植业向畜牧业转变的“两个
转变”战略，去年全市绿色食品种植基地
面积 525 万亩，绿色食品认证个数 200 多个。阜新市实施
现代农业三年滚动计划，继续培育做大一批龙头企业，
2016 年农产品深加工已经成为全市第二大产业，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21 . 5% 。

“这些年阜新市把功夫下在‘公司+农户’的对接
上，抓好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扩大特色农业规模，引
导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一路升级。”阜新市农业产业化办公
室主任宫殿龙自信地说，发展农业投入小、见效慢，不像
搞工业大干快上，靠的是慢功夫，虽然发展得像“蜗牛”
一样缓慢，但现在可算见亮了。

在总面积不足鸡西 1/4 、阜新 1/2 的辽源，两家过去
靠加工铝合金门窗为业的小厂，国营的改制，民营的转
型，硬是“一条道儿跑到黑”，经过几十年的慢积累，也
驶入成长的快车道。

如今，麦达斯铝业、利源精制股份已成为享誉中外的
高精铝龙头企业。它们在海内外攻城略地，打入中车集
团、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供货
体系。目前，辽源轨道车辆铝型材产销量占国内市场份额
的 66% ，这个过去一无资源、二无市场的高精铝业，已
成为当地三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

“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利源精制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民
快言快语，“从加工保温铝合金门窗，到生产苹果笔记本
外壳、轨道列车车体，包括公司改制上市，这一路都是熬
过来的，光转型就转了 4 次！”

不仅产业要下“慢功夫” ，企业也要肯于“赚小
钱”。 2013 年鸡西矿业分公司为缓解用工压力，组建一
支 400 余人队伍前往陕西延安，为民营煤矿提供煤炭生产
性服务。顶住离家前的畏惧，熬过“寄人篱下”的不适
应，随着外出务工收入普遍比原岗位高出一截，报名出去
的职工开始逐渐多起来。

公司副总工程师姜裕超说，作为一家“百年老矿”，
煤矿开采的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别
看这么干比到外地买矿来钱慢，一旦真正推开了，我们完
全可以转型提供矿工培训和煤矿管理服务，从此摆脱资源
枯竭的束缚！”

记者观察：转型是一场“马拉松”

记者在梳理阜新、辽源和鸡西市最近 5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时，发现“经济总量小、民生任务重、政府债务高、
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大项目好项目少、接续产业
弱”等问题，几乎是所有报告中连年强调的高频词。

“先摆功劳簿，接着蹬腿哭”，向中央和省里要资
金、要项目、要政策，曾是一些资源型城市的惯用打法。

还有一些地方，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大项目上，期望毕其
功于一役。近年来，辽宁省、吉林省部分地方甚至在经济
数据上掺假“注水”。这些现象，暴露出一些官员的畸形
发展观——— 盲目贪大求快，对转型有害无益。

“当一任市委书记如果舍不得用五年打基础，奢求任
期内新兴产业成为支柱是不现实的。”采访中，曾任辽源
市委书记的吉林省人大财经委主任赵振起直言，资源型城
市转型不能搞“快餐经济”，重速度、轻质量往往会迷失
方向、透支未来。

转型是一场“马拉松”，要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考
量，如何在发展压力与战略定力之间实现“再平衡”至关
重要。与其盲目求快、搞百米冲刺，还不如调整步伐、找
对节奏、稳步前进，这考验资源型城市的耐力，也考验全
社会对它们的耐心。

如何跑赢这场“马拉松”？这需要决策者们转变观
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振兴要“瞄准方向、保持定
力、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唯有如此，城市转型、东北
振兴方能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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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边防支队女子巡警队的女警官在达沃斯会议中
心广场巡逻（ 6 月 23 日摄）。

为了迎接 2017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到来，大连做好各
方面保障工作，力保论坛顺利进行。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保障夏季达沃斯论坛

▲ 6 月 26 日，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乘务人员站在“复兴号” G124 次列车旁。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复兴号”是中国具有
完全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高
速列车

●中国标准动车组完成了
整车 60 万公里运用考核，欧
洲一般只有 40 万公里，设计
寿命由现在的 20 年提高到
30 年

●全方位建立强大的安全
监测系统。全车有 2500 余个
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出
500 余个 ,通过远程数据传
输，可在地面实时获取车辆状
态信息，提升同步监测、远程
维护能力

●车厢内设置不间断的旅
客用 220V 电源插座，实现
WiFi 网络全覆盖

●“复兴号”可以经受零下
40℃到 40℃的环境考验，也
能根据各地自然、经济特征做
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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