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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26 日电(记者于长
洪、任会斌)樟子松顶着淡黄的花穗，油松伸出
苍翠的枝条……初夏，登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防沙治沙项目区的一个高
台，远眺满目葱茏，一望无际的松林宛若起伏的
绿海。台侧，“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的
标语清晰夺目。

一阵微风吹过，耳畔响起阵阵松涛。“多好
听！”在当地生活了 60 多年的退休干部刘和平
拍了拍身边的松树，感慨地说，“现在不仅绿多
了，而且常绿了，往前数十年，不敢想有这样的
景象。”

伊金霍洛旗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因生态
曾严重退化而“著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全旗沙
化面积 3000 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66%，森
林覆盖率不足 3%。

“到处是黄沙地，很多地方沙丘多得就像沙
漠，只零星地长着些蒿草和沙地柏，走上几里路
也难看到一棵树。到了春天，三天两头刮沙子，

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有时候白天屋里也得
点灯。”刘和平回忆说。

为了生存发展，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
伊金霍洛旗历届旗委政府带领全旗人民大规
模治沙造林，推进“三北”防护林、京津风
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近年来，该旗更是树立生态优先原则，加快
能源大旗的经济绿色转型，各项排放全面达
标，全旗色调也逐渐由“黄”变“绿”，实
现了“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
转变。

成绩单是抢眼的：2018 年底全旗森林面
积增至 2000 多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36 . 8%，沙化土地基本治理完毕，近几年仅零
星出现过沙尘天气。2015 年，伊金霍洛旗申
报的内蒙古成吉思汗国家森林公园也已获准
设立，成为国内少有的以沙地人工林为主体
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差，这里筑绿又面临

树草选择少的窘境，保持四季见绿更是谈何
容易。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赵海录告诉记者，
初期，治沙主要种植耐旱又好活的沙柳、羊
柴、沙蒿等沙生灌木、蒿草；固沙取得成效后，
开始种杨树、柳树等树种，由于气候干旱，一
些长成了歪歪扭扭的“老头林”，冬天光秃秃，
还带来飞絮等问题，观赏性也差。

“过去缺绿缺怕了，号召种树只要能绿就
行，哪还管是什么树。这些年沙固住了，林业
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种树种草也能‘挑红
拣绿’了，尽量找既能改善生态又有观赏性的
品种。”赵海录说。

从 2009 年起，该旗在多年驯化的基础
上，探索栽种樟子松、油松等树种，现已成功
改造林地 50 多万亩，既优化了林木结构、林
地质量，又提高了经济价值和观赏性。

不仅大规模治沙绿化有选择，置身旗府
阿勒腾席热镇等多个苏木镇，街道绿化、小区
美化甚至家庭盆花，都会看到新绿换旧绿的

“升级”：
换花——— 过去城镇里只少量种植了万年

青、山杏、山桃，如今当地驯化培育了 30 多种
耐旱耐寒花卉，牵牛、万寿菊、玉兰和碧桃、榆
叶梅、木槿等花木交相辉映，艳丽多彩。

换草——— 过去常见的是沙打旺、紫花苜
蓿等固沙草，如今用景天、萱草、马鞭草等营
造的一片片绿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
市品质。

换树——— 早期，杨树、柳树、榆树、柠条
等乡土树种是当家树种，近些年松树、桧柏、
侧柏等四季常绿乔木渐成主力，金叶榆、海
棠、太阳李、复叶槭等驯化的彩叶树种更成
为“颜值担当”，让这里的四季色彩丰富，层
次分明。

“重要的是换思想！”伊金霍洛旗委书记
王美斌说，“只有始终抓住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才能守住和扩大生态建设成果，为构筑北
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力量。”

伊金霍洛人敢“挑红拣绿”了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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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就接
管包商银行问题答记者
问。

一、包商银行被接管
后的处置原则是什么？

一是全面依法依规
开展接管工作。二是坚
决防范系统性风险，最
大限度保护存款人和其
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保
持包商银行业务不中
断。三是切实防范道德
风险，区分情况落实责
任。四是努力实现处置
成本最小化。

二、包商银行接管
前后，客户存款安全性
方面有何不同？

包商银行是因为出
现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
的。接管后，包商银行事
实上获得了国家信用，
储蓄存款本息得到了全
额保障，企业存款也得
到了充分保障。从最近
两天的情况看，包商银
行各地网点资金充裕，
储户存取款自由，秩序
井然。

三、接管前的个人
储蓄存款如何保障？

接管后，对接管前
的个人储蓄存款本息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
存款保险基金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不
受任何影响。

四、接管前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如何保障？
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

本息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的对公存款和同业
负债，由接管组和债权人平等协商，依法保障。

按前述政策保障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接
管后其本息均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存款保险
基金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

五、接管后新增的存款和其他负债如何保障？
接管后新增的个人储蓄存款、对公存款和

同业负债本息，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存款保
险基金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不受任何
影响。

六、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其发起设立的村镇
银行经营是否会受到影响？

包商银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是独立的法
人主体，包商银行被接管后，这些村镇银行继续
独立经营。接管组将主导包商银行履行主发起
行的责任，这些村镇银行的正常经营将得到更
好保障。

七、接管包商银行是否会增加银行体系流
动性压力？

接管后，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将通过提供
流动性支持、及时调拨充足现金、确保支付系统
运行通畅等措施，保持包商银行正常经营。人民
银行将关注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加强市场监
测，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
场利率平稳运行。

八、当前我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是否
稳健？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

于预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韧性
持续增强。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
收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大型银行持续稳健运
行，中小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在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不断加大对中小银行的政策支持，推动中小
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中小银行的发展将
更加健康。

九、建设银行作为托管行将发挥什么作用？
建设银行将以国有大行稳健的经营理念、

长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领先的金融科技力量，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包商银行开展全面
合作，在提升客户体验、加强内部管理、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优化 IT 架构和功能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托管期间，建设银行将全力帮助完
善包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风控体系，促进其正
常经营和稳健发展，推动包商银行价值提升。作
为托管银行，建设银行将依法、公正履行托管职
责，与包商银行建立利益冲突“防火墙”，不争抢
包商银行客户资源，不发生不当关联交易。

新华社郑州 5 月 26 日电(记者孙清清、
杰文津)近日，“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相关
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针对公众关
心的几个核心问题，“新华视点”记者实地采
访了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行业专家。

一问：“车载水解制氢”技术

是否可以实现？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
发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可“实时制取氢”，
并且在南阳试制了“车载水解制氢”氢能源汽
车。24 日，记者在河南南阳实地走访，看到了
那辆“水氢发动机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技术的基
本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制
氢。“在催化剂作用下，‘制氢材料’与水反应产
生氢气，氢气通过氢电堆产生电，给电机供
电，驱动车辆行驶。”他还称，目前，加 100公
斤的“制氢材料”、300 升的水，汽车可以跑
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制氢”技术的质
疑，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料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秘书长、四川省电子学会新能源专
委会主任委员吴孟强称，“催化剂”只能改变
反应历程，可提高产氢速率、效率，但不能提
供额外的能量。他认为，即使通过水解反应提
供氢，但供氢效率是否足以成为汽车能源也
需要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公认的车载实
时供氢技术难点，对此，国家新能源车技术
创新中心燃料电池领域技术人员认为其中
难点有三：一是要控制产氢速率和气量以匹
配燃料电池端需求；二是对氢气的纯度和成
分有相应的要求；三是压力指标是否符合燃
料电池的要求，同时考虑反应热的问题。这
些难点都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要解决的
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蒋璞表示，
不论是研发还是试验，该车都只是样车，还需
不断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改造提升，目前车
可以开着跑，但还未具备批量生产的条件。

对于相关技术是否经过专家评审和论
证，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庞青年表

示“还没有”。

二问：政府是否投入巨资？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府出资 40 亿
元支持企业”问题，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乔长恩说，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市委市
政府非常慎重。“市里的财政状况我们是非常
清楚的，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一下子砸进去。”

26 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应相关问题
时表示，目前项目尚未立项，没有实质性启
动，不存在 40 亿元投资问题。

但据记者了解，南阳与庞青年存在其他
资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 年 11 月 27
日，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金华市青动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南阳洛特斯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其
中南阳方面认缴出资金额 9800 万元，占股
49%。据了解，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青年汽车集团存在密切关联。

二是购置 72 辆氢能源公交车。据南阳市
政府采购网的成交结果公告显示，南阳市公
共交通总公司今年 4 月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
方式，以单价 120 万元，总金额 8640 万元向
南阳洛特斯采购了 72 辆氢能源公交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的原因时，一是称南阳洛特斯是南阳市政府
和金华青年汽车集团共同投资 80 亿元合资
组建的客车生产企业；二是称南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会议纪要(宛政纪〔2019〕4 号)，同意
购置服务“南阳 2019 月季洲际大会”所需的
72 辆公交车，所购车辆优先购买南阳洛特斯
生产的新能源公交车。

除了资金，南阳是否对南阳洛特斯有土
地和厂房等优惠政策支持？南阳市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项目占地 1000 亩，刚
开始规划，征地完成了一半多，还没有开始建
设。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阳洛特斯工
商登记的地址——— 南阳高新区中关村科技产
业园 A1 楼 7 楼，房间为闲置状态，玻璃门紧
锁，屋内空无一物。南阳洛特斯目前租用了位
于南阳市中州西路的一处厂区。南阳洛特斯
工作人员介绍，整个厂区是今年 3 月份新租

的，厂房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准备租
3 年，待新厂房建好后再移址。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停了 3 辆
白色物流车，其中 1 辆正是备受质疑的“车
载水解制氢”汽车。据记者了解，目前厂区
仅此一辆。在厂房的总装车间，记者见到两
条生产线，分别是自带储氢罐的氢能源公
交车和物流车生产线，而非“车载水解制
氢”车。据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南阳厂区尚未交付过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
车，而今年 4 月南阳购买的 72 辆氢能源公
交车都是在浙江金华生产的。

三问：企业是否存在严重

失信问题？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青年汽车
集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业。记者调查发现，
青年汽车集团以及其负责人庞青年，近年
来确实多次发生失信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庞青年
近年来被浙江、河南、山东、宁夏、陕西、贵
州、江苏等地的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
包括青年汽车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多次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其中多处失信行为
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2017 年因“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于
公告容量”等违规行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
行政处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点，乔长
恩表示，在招商引资前是“掌握这个情况
的”。

据记者了解，此次并非南阳首次招商
引入有污点的企业。据南阳市交通运输局
官网消息，2016 年 5 月 21 日，南阳市政府
与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计划投资人民币 100 亿元用于巴
铁应用线的建设、机车购置、站台建设等。

三问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为“水氢
发动机车”注入水（5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在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厂区展示的“水氢发
动机车”（5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当地媒体称，让“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
驶”的水氢发动机日前在河南南阳下线。此
事引发舆论一片质疑。一个多次失信的企
业，带着一项尚不成熟的技术，却得到当地
的大力背书，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
饥渴症”。

近年来，类似情况屡见报端，反映出一些
地方招商引资审核把关不严，甚至存在放水
之嫌。面对发展压力，一些地方患上了“招商
饥渴症”，无限放宽条件、放松要求，对相关企
业资质的合法合规审查及项目可行性网开一

面，导致蒙了双眼、失了底线、乱了章法。

正是摸准了地方政府“招商饥渴症”的
脉，一些人打着“高大上”产业的旗号，拿着
模棱两可的项目，造概念 、讲故事，到处拢
钱圈地要支持。只听雷声响，却始终不见项
目真落地 、见效益 ，不少项目甚至中途烂
尾，投资打了水漂，遗留众多难题，搞得一
地鸡毛。

“招商饥渴症”背后也是“政绩冲动症”。试
图押宝在一些企业或项目上，急于实现所谓
的产业转型升级，甚至明知有问题，仍抱着侥

幸心理硬上，想尽快做出亮眼的发展业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时代伟业，
没有“一招鲜”，必须树立和发扬“三严三
实”的好作风，求真务实，扎实奋斗，以经得
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真业绩说话。

(记者刘怀丕)新华社郑州 5 月 26 日电

别因“招商饥渴症”乱了章法

据新华社长春 5 月 26 日电(记者王昊飞、张博宇)打麻
将，曾是长春市民王吉宁唯一的“运动”。两年前家门口第一
次举办马拉松时，刷爆的朋友圈让他倍感“缺位”，他决定穿
起跑鞋，生活就此变化：截至 26 日，他已跑过 2542公里，参
加了 10 场 A级马拉松赛事，入手了 11 双跑鞋……穿着跑
鞋“逛吃”天下的生活状态，让 48 岁的他乐此不疲。

逛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逛厦门吃海蛎煎、逛扬州吃大
煮干丝……两年来，他跑过的城市无不伴随着“逛吃”的快
乐体验。为了烤羊腿、麻辣火锅、拍“穿越照”、看“黄河入海
流”，他还将未来目的地锁定呼伦贝尔、重庆、横店、东
营……“读万卷书，跑万里路，马拉松让我一路收获了健康
与风景，这就是幸福。”王吉宁说。

26 日上午 8 点，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万名选手
在第三届长春国际马拉松(以下简称“长马”)的起点处出
发。透过航拍画面看到，身着红色参赛服的选手们仿佛新鲜
血液注入城市肌体。这是 2019 年又一座中国城市的马拉松
盛况现场，也是跑友们“打卡”又一座中国城市的缘起。

从 1981 年北京首次举办全民参与的国际马拉松，到
2015 年赛事“井喷”起始年，再到 2018 年全国共举办路跑
赛事 800 人、越野跑及其他 300 人以上的规模赛事 1581
场，中国百姓生活与马拉松的关联度越来越高。《2018中国
马拉松年度主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马拉松年度总消费
额达 178 亿元，全年赛事带动的总消费额达 288 亿元。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东北城市来，安排了 4 天行程。除
了边跑‘长马’边欣赏长春，我还要逛逛净月潭、伪皇宫、桂林
路，尝尝酸菜炖血肠、锅包肉。”来自南京的跑友张慧斌说。

像张慧斌一样将跑马与短途游绑定的跑友，如今在中国
各地俯拾皆是。近年来，在政府组织、商家运作、民众参与的
促动下，马拉松衍生的消费领域正不断扩展外延——— 跑鞋、
弹力裤、腰包、运动表、空顶帽、排汗条、墨镜、乳贴、盐丸、能
量胶等五花八门的产品在线上线下销售一路看涨。人们已不
满足于家门口简单“骑马”，还要跑得更远、更快、更专业。

“长马”组委会秘书长赵晓路介绍，“长马”虽然才办到
第三届，但由于晋升为铜牌赛事，加之被中国田协授予“最
美赛道”等荣誉，今年“长马”报名首日便实现名额告罄。“溢
价能力提升了，使得今年外地参赛选手也涨到 8000 多人，
许多选手还会带着不参赛的家人、朋友一起来长春旅游，这
对拉动城市消费会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25 岁选手穆莱塔告诉记者，每到一
座中国城市参赛，就像一场美妙的旅行。“长春的饺子非常
好吃，雕塑公园的风景很美，这座城市的人也非常友好，我
爱这里！”他说。
喧嚣之中，王吉宁穿着汗水浸透的参赛服通过终点，欣慰

地在手机 APP上翻看自己的分段配速，领取完赛包后乘车回
家。“主场作战”的他无须在赛后“逛吃”长春，这一刻，他沉浸于
奔跑在下一座城市的美妙憧憬中，更期待未来某一天驰骋在
士兵菲迪皮茨跑过的路线，“逛吃”马拉松的发源地希腊。

穿着跑鞋“逛吃”天下

马拉松掀起中国体育消费新浪潮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72届世
界卫生大会 25 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
病分类第 11次修订本》，首次将起源于
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这一成果
离不开各国医学界人士长期不懈的努
力，体现出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之道”。国内外多位专家表示，这
将是中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国际疾病分类》是世界卫生组织
制定的、广泛用于疾病诊断统计和分
析的国际标准。经过长达 10 余年的研
讨，传统医学终被纳入这一国际标准，
其过程与结果恰恰体现出中医乃至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

据介绍，中日韩及欧美专家都参与
了研讨，通过交流与沟通，最终达成共
识。美国针灸理事会保险信息网主任塞
缪尔·柯林斯说，这一过程也曾遭遇一
些阻力，这主要是因为国际上对传统医
学术语和定义还缺乏广泛理解。

中医界人士表示，中医专家对相
关国际法规体系及制定过程并不熟
悉，而外国专家对中医药也不很熟悉，
因此，充分沟通增进了解十分关键。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印昌植说，传
统医学相关名称、用语的英文翻译，就
是各方需要共同解决的一大难题。尽
管难度很大，但各方通过沟通不断增
进相互尊重和理解，最终达成了一致
意见。

尽管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并不代
表传统医学国际化将一片坦途，但专
家认为，这好比打通“任督二脉”，不仅
有里程碑式意义，还有进一步推动传
统医学国际化的现实重要性。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补充医学与
整合医学处处长张奇表示，将传统医
学纳入《国际疾病分类》，标志着以世
卫组织为代表的整个国际公共卫生系统对包括中医药以
及来源于中医药的这部分传统医学价值的认可，同时也是
对中医药在中国、在国际上应用越来越多这一现实的认
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中
医可以在现代医学疾病分类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中
医疗效和安全性证据被接受的前提，也是中医被世界接受
的基础。”

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只是第一步。
中医等传统医学的国际化还远未大功告成，仍需在标

准化和国际合作方面加大力度，久久为功。
《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计划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而传统医学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还需更长时间。
柯林斯举例说，《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次修订本》于 1990 年
通过，但美国直到 2015 年才实施，因此传统医学不太可能
迅速在美国得到大范围推广和应用。

张伯礼也认为，中医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被
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将是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尽管
中医等传统医学已经被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但在其中所
占比例还很小，有待不断完善、扩充。
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需要继续推进中医的标准化、

现代化工作。中国海军军医大学药学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
室主任张卫东就认为，用现代科技手段让世界对中药的认
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至关重要。近年来，已经有一批
中药方剂通过明确药效物质、建立标准化生产链，更好更快
地为欧美市场接受。(记者李雯、谭晶晶、陆睿、耿学鹏、田
颖、华义、刘曲)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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