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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漠大 漠 变 通 途变 通 途
———世界上最长的穿越—世界上最长的穿越沙漠高速公路建设纪实沙漠高速公路建设纪实

戈壁的大漠黄
沙曾掩埋了无数西
域古道，而如今一
条大漠天路正顽强
地与黄沙“搏斗”，
在乌兰布和、腾格
里、巴丹吉林三大
沙漠中穿行，成为
世界上最长的穿越
沙漠高速公路，这
就是北京至乌鲁木
齐的京新高速公
路。京新高速全长
2540 公里，建成后
北京到新疆的行车
里程将缩短 1300公
里，大漠变通途，通
疆达海的梦想即将
实现。

一百年前，孙中山曾提出建设
“东起北平、经阿拉善，西至迪化（今
乌鲁木齐）的第二条进疆大通道”的
规划，这一梦想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即将变为现实。预计至2019年底，国
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六条首都放
射线京新高速将全线贯通。京新高
速中穿越沙漠里程最长的部分——
全长930公里的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
段，即将于7月中旬先行建成通车。

按照“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孟中印
缅、中巴经济走廊综合交通通道”构
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段通道，由

北通道、中通道和南通道 3条国家高
速公路和国家干线铁路并行组成。
其中，北通道就是由京新高速公路和
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铁路共同组成。

“这条公路通车后，将构筑起我
国北部进入新疆最快、最便捷的大通
道，开辟一条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
津港的北部沿边最快捷出海通道，打
造一座天津港至荷兰鹿特丹港最快
捷的亚欧大陆桥。”京新高速（阿拉善
盟段）建管办主任杜子义说，“这对于
加快内蒙古融入‘一带一路’和向北
开放战略实施，拉动内蒙古经济快速

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京新高速临白段采取大标段施

工总承包管理模式。工程分为3个标
段，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分标段总包。

为了实现通疆达海的梦想，施工
人员在无水、无电、无人烟、无信号的
艰难环境中，修筑着穿沙天路，成为
继青藏铁路之后又一具有典型艰苦
地域特点的代表性工程。

“沙子有腿，跑起来比人快。”穿
越沙漠的京新高速临白段，需要克服
的第一大困难就是流沙的侵蚀。

在巴丹吉林沙漠，沙土年平均移
动18米，很容易覆盖公路。施工人员
通过设置固沙方格，阻止流沙侵蚀公
路。2米长，20公分宽的黑色沙土袋
交叉叠放在路基两侧，形成 1平方米
的小方格，小方格连成一片组成防风
沙带。

这些沙土袋的设计充满玄机，边
缘长满了“穗子”。据中铁京新高速
第一项目部总工程师王大伟介绍，这
些沙土袋边缘有 3公分的沙穗，对风
起到扰动的作用，能减小风速，风进
入方格中在小范围内产生漩涡，对土
的固定效果比较明显。

“沙土袋采用耐寒耐旱的材质，
至少可以保持20年。根据风向，不同
路段、不同方向铺设的沙土袋数量和
防风沙带的宽度都有精确的计算，比如在上风向位置，防风沙带距离比较宽，最宽有400米。
工程队还在防风沙带外围设置了沙障和阻沙地。”王大伟说。

戈壁生态环境脆弱，临白段工程管理部一直将绿色环保工程作为目标。工程队在固沙
方格内种上了花棒、红柳、白腊等沙漠植物，道路两旁形成植被群，有效治理了路基的扬沙问
题。对取（弃）土场、废弃的施工便道进行复垦，撒种适应当地气候的草籽培植植被，既达到
取土的目的，又增加了牧场。为保护野生动物迁徙，临白段建设过道桥涵450多座、环保隔离
栅300多公里。

京新高速的建设会占用牧民的草场，为了妥善解决施工占地问题，施工方除了给征
地牧民合理的补偿款外，还为当地牧民解决就业问题。魏文斌是阿拉善盟乌西日格嘎查
牧民，家中有数百亩草场被施工项目征用，施工方为他免费搭建了小卖部和饭馆，帮助祖
祖辈辈放牧为生的魏文斌成功转型。“公路修到家门口，还帮我们找新营生，我们当地牧
民得到很多实惠。”

“天空无飞鸟，地面不长草。十里一个人，风吹石头跑。
夏天如锅炉，冬季赛冰窖。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中铁
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管理部总经理孙玉国创作的一首小诗
反映出建设环境的恶劣。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每年8级以上大风、沙尘暴、扬
沙天气82－142天，夏季地表温度接近60摄氏度。“我们刚来
的时候，无水无电，通讯信号只有山头上有一点点，大家就晚
上排队到那里打电话。”中交京新高速临白段三标项目负责
人孙永明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倒施工人员，京新高速穿沙筑地，荒
漠造绿，依靠的是无数施工人员将这里当作第二个家。

对于中建第二项目部生产经理季文勇来说，最熟悉的美
味莫过于“黄沙盖浇饭”。“我们在沙漠中勘察，眼看大风卷着
沙尘袭来，赶快蹲下把测量仪抱在怀里，刚测量好的标记点
转眼就被黄沙覆盖。出外勘察一走就是一天，饿了就吃拌着
细沙的干粮。”常吃“黄沙盖浇饭”，施工人员也有了经验，“嘴
里的沙子吐不干净，喝口水咽下去就行了。”

在中建京新高速项目总承包管理部工作的杨鹏，进入工
地时孩子还不到十个月大。她带着吸奶器和冰奶用的微型
冰箱来到阿拉善，每天挤出奶水冰冻起来，托人带回北京哺
育襁褓中的孩子。

“女儿出生他不在，女儿满月他不在，女儿一岁生日时他
还是不在。”中铁京新高速第五项目部经理谢秉军的妻子胡
琴说，在孩子心里，爸爸有两个家，一个是自己和妈妈盼望他
回来的家，一个就是工地。

“对家人，我感觉很愧疚，可是我们这些筑路者非常自
豪。”谢秉军说，“将来孩子长大了，可以很自豪地对别人说，
京新高速公路是我爸爸他们建成的。”

（本栏文图均为新华社发）

通疆达海的梦想

沙漠中的
“绿色”天路

▲京新高速公路额济纳旗段。

俯瞰京新高速公路额济纳旗俯瞰京新高速公路额济纳旗
雅干服务区雅干服务区（（55月月2525日摄日摄）。）。

重大工程巡礼

以路为家的坚守之途

中国中铁京新高速公路总包部第七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在额济纳旗段检查护
栏（5 月 25 日摄）。

美联储加息一直以来都是财经世
界里的“核爆事件”，然而，本周美联储
加息时，几大市场显得比较平静。“靴子
落地”，却并未“尘土飞扬”。

北京时间 15日凌晨,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宣布加息 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1%至 1.25%的水
平。由于此前市场已经充分预期了本
次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因此各大金融
市场反映整体平静，仅有美国黄金市场
出现短线回调。

从我国市场看，美联储加息并没有
给人民币带来太大的压力。分析师们
普遍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实际利率已
经有所上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美元
加息引起的中国资金外流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联储主席耶
伦表示美联储将从今年开始资产负债
表的正常化,逐步减少对美联储持有的
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以缩减资产
负债表。又加息，又缩表。未来美国利
率的抬升以及美元指数的走强，或对全
球金融市场持续走稳构成压力,中国切
不可掉以轻心。

此外，国内金融市场内有几个声音
值得关注。

——17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
海表示，更多地引导民间财富管理资金
进入大宗商品市场，不仅能够更好满足
财富管理需求，还可以起到“藏战略储
备于民”的作用。

过去十几年中，“中国需求”是全球
大宗商品的主要动力。只要中国经济
保持稳健增长，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就不会减少，在大宗商品放下“金融面
具”重回供需基本面之后，适度投资大
宗市场也许会是一个好机会。

——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宣

昌能表示，证监会会积极支持创新创业
企业发行上市。“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坚持问题导向，
完善 IPO检查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股市的 IPO问题一
直是市场各种利益和言论交锋的焦点
之一。为什么我们的 IPO 总是走走停
停，为什么总是有人喊着要监管部门停
发 IPO呢？无论熊市、牛市，IPO总是成
为各种涨跌理由的“替罪羊”。也许A股
市场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让
IPO来“背锅”，确也有些不妥。

——17日，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洪
磊表示，基金行业税收应回到税收中性
原则，对于基金财产的税收安排不能扭
曲投资者和管理人的正常投资行为，保
护基金进行长期投资、组合投资的积极
性和不同组织形式的灵活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联合印发
文件，提出要在2017年7月1日开始，资
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人，按照
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7月1日临近，业
内对此次收税行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很多机构担心如果强行推行资管税改可
能会导致大规模基金赎回的情况。

当前的国内外金融形势比较复
杂。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
增强；另一方面是国内金融体系在改革
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在这种形势
下，我们既要保持政策定力，坚持改革
发展的同时，又要兼顾到国内国际两种
市场环境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靴子落地”并未“尘土飞扬”
——一周财经中的“行”与“言”

财经评论

“618”被称为是“新零售”提出后的
首个年中大促销。众多商家在打通线
上线下服务，增强消费者体验与互动，
推进新零售方面纷纷出招。

“好玩”“有趣”成为此次年中大促
销的关键词。6月 17日晚，苏宁易购播
放的“钱多多多之夜”，用户互动量超过
2800万人次。京东从技术+零售、品牌+
零售、IP+零售、金融+零售、多终端+零
售方面入手，变革了新玩法。而国美则
建立了全国首家专业VR影院，并表示
未来将建100家VR影院。

“零售的消费者时代正在真正到
来。”京东首席市场官徐雷表示，过去
的零售始终围绕的是便宜和便捷，而
未来零售在消费变革和技术进步的双
重作用下，消费场景将不再局限于单

一渠道，而是延伸到无处不在的线上
线下空间。

当然，要真正让消费者做到购得舒
心，光“好玩”“有趣”还不够，还应加强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今年的大促销
中依然不乏这样的问题：商家打着价格
优惠名义却售卖二次产品，买家与在线
客服联系永远都在排队中，物流“爆仓”
延缓，生鲜腐烂……这一切都是让消费
者“不省心”的因素。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魏波
认为，根治这些顽疾还需政府和企业共
同努力。电商本身要加强诚信建设，通
过信用数据平台，加强自律；监管部门
也应该严格执法，通过网络“共享”监测
体系创新执法方式。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618”的大数据
透露了什么信息

今年是“618”的第7个年头。从一开始只有京
东平台的年中大促销，到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商和
店商加入的“狂欢”，尽管规模仍无法跟“双11”相
比，但“618”已成为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窗口。
从今年的大数据中，能读出怎样的信息？

如同其他购物节，“618”成为“剁手
族”们“血拼”的一个节日。

商家的促销激发了消费者的购物热
情。天猫数据显示，今天开场仅7分钟，
天猫国际就成交破亿元，快消行业开场
半小时内天猫超市同比增长高达13倍；
京东在第一个小时的销售额超过去年同
期的 250%，在下午 3点京东商城累计下
单金额超过 1100亿元；苏宁易购在 1小
时内订单量同比增长398%。

尽管价格依然是“剁手族”的重要考
虑，但品质越来越成为其追求。多家电
商销售数据显示，电器、服饰、母婴消费
品等成为热销品。在京东平台，全国热
销品类交易额排行榜前五位分别是手
机、空调、平板电脑、笔记本、婴幼奶粉。

根据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艾瑞咨询

发布的数据，在“618”期间，消费者购物
需求旺盛的同时，消费观念趋于理性，商
品质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其次是
价格。

而这一消费升级的趋势在跨境电商
中也表现突出。网易考拉海购就对品类
进行了细分，如母婴品类涵盖了纸尿裤、
奶粉、童装、家居等细分需求，原因是“消
费者需要的已不仅仅是马桶盖、电饭锅
这样的单品爆款，而是更多更全面的大
牌和商品。”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
示，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网购正从低
端的价格战转向响应中产阶层需求，“剁
手族”也正在向“品质族”迈进，各大电商
平台都要更加注重提高商品品质和用户
体验。

消费升级，从“剁手族”到“品质族”

18 日凌晨，北京市的杨先生下单 9
分 23 秒后，便收到了在苏宁易购上购
买的巧克力，这也成为苏宁易购在 6月
18 日发的第一单快递。而在陕西西
安，市民邢先生在上午 10点 15分，收到
了来自京东无人机送出的“618”第一单
商品——宝鸡凉皮和锅巴。

不仅是标品配送越来越快，包括
生鲜这种考验速度的品类，物流也在
不断优化。天猫的物流服务商在各地
的冷链开启 24 小时作业，一天就发出
了生鲜商品近 500 吨。有些用户甚至
在下单当天，就能收到保税仓发出的
海淘商品。

年中大促销的物流体验越来越好
成为消费者明显的感受，而这背后是企
业大量新技术的投入和运用，以及物流
企业的紧密协同。

以嘉兴智能仓为例，消费者在天猫
电商平台下单后，运营中心内即时获得
订单信息，通过自动化流水线，平均每
个包裹出库时长只需 3分钟，拣货正确
率几乎可达100%。

除了京东，苏宁也在今年“618”中首
次使用了无人机派送，飞行 15.6 公里
后，将货物送到一家农家乐山村的农
舍。据了解，目前苏宁协同了行业顶尖
的无人机公司，将技术、场景、商品围绕
物流路径进行了价值组合和重构，推动
行业建立更长效的技术驱动模式。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技术向物流演
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智慧、开放
的物流不仅提升了送达效率，优化了服
务体验，也将物流触角深入更多难以抵
达的地区。这一切将让“短时达”“当日
达”越来越成为大促常态。

高科技助力，“短时达”渐成常态

“好玩”“有趣”是趋势，贴心服务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