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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27日电 27
日 11 时整，中国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

山队 8 名队员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

玛峰，为珠峰“量身高”。世界最高峰峰

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这座 650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

的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 15 年后再

次迎来中国测量队伍。

通过新华社珠峰峰顶直播画面可

见，在覆盖冰雪、面积不足 20平方米的

峰顶斜面上，8名身穿红色衣服的队员

开始竖立觇标，安装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天线。

同一时刻，地面 6个交会点对峰顶

觇标进行交会观测。

这次，峰顶 GNSS 测量首次依托中

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人类

首次在珠峰峰顶开展重力测量，提高珠

峰高程精度。

“此次测量任务中，大量装备国产

化，可靠性、精度等都比 2005年有质的

提高。”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

长李国鹏说，准确收集各项数据，也为

人类了解、保护珠峰贡献专业力量。

珠峰地处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边

缘的碰撞挤压带上，地壳运动活跃。

“准确测量珠峰高程有利于分析喜

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高程变化。”中国

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

说。

早在 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中

国人首次测绘珠峰，并定名“朱母郎马

阿林”。“朱母郎马”藏语意为第三女神、

“阿林”为满语“山”之意。

60年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

4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

带至峰顶，测得高度 8848.13米。

2005 年，中国再测珠峰，其岩面高

度为 8844.43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对珠峰进

行过 6次测绘和科考。

“珠峰任何显著变化都对全球地

学、生态等领域研究有重要指示意义，

并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在珠峰前进营

地的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副总

工程师陈刚说。

5月 6日，登顶测量正式启动，因天

气原因两度推迟冲顶计划。

27日，秉持科学筹划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登顶队员战胜了极高海拔区域降

雪、大风等艰险，成功登顶。

按计划，峰顶测量完成后，测绘人

员将对多种结果进行分析、比对、检核，

最终公布高程数据。

“指挥部，我们完成了测量任务，准

备下撤!”
13 时 30 分许，步话机里传出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的声音。

队员在峰顶停留了 150分钟，其间

还开展了峰顶雪深和气象等测量，创

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新纪

录。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世界屋脊又一

次见证了中国人不懈探索和笃定前行的

坚韧。

成功
登顶！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5月 27日，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 名攻顶队员次

落、袁复栋、李富庆、普布顿珠、次仁多

吉、次仁平措、次仁罗布、洛桑顿珠从北

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并完成峰顶测量任

务，2020 珠峰“测身高”外业作业圆满

收官。

自 然 资 源 部 27 日 发 布 消 息 说 ，

2020 珠峰高程测量实施以来，自然资

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在珠峰及周边地

区开展了水准测量、绝对重力测量、重

力加密测量、GNSS 测量和天文测量等

工作，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航

空物探遥感中心开展了航空重力测

量。登顶测量和交会测量成功完成，

为本次珠峰测量外业工作画上圆满句

号。

测量外业作业收官，只意味着取得

了一手的测量数据，珠峰高程尚需应用

多种传统和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综合计

算。在数据分析、处理基础上，还要进

行理论研究和反复验证，才能最终确定

珠峰精确高程。

据介绍，登顶后，测量登山队员在

峰顶树立起测量觇标，使用GNSS接收

机通过北斗卫星进行高精度定位测量，

使用雪深雷达探测仪探测峰顶雪深，并

使用重力仪进行重力测量。在珠峰周

边海拔 5200米至海拔 6000米的 6个交

会点，测量队员开始同步开展峰顶交会

测量和GNSS联测，获取珠峰高程测量

数据。上述高精度测量仪器均由我国

自主研发，这是人类首次在珠峰峰顶开

展重力测量，有利于大地水准面优化，

提高珠峰高程数据精度并获取宝贵的

大地科学数据。

温度、气压、折光环境等因素都会

对测量产生影响，为得到精确的数据，

科学家需要通过复杂的计算，以消除误

差。这一系统工程还需要 2到 3个月左

右时间，最后还要经过一定审核程序，

才会得出并公布珠峰确切“身高”。

2020珠峰“测身高”进入演算阶段

中国测量登山队再测珠峰“身高”

本报北京讯（记者 薛军 李欣）近年来，全省各藏区法院、

检察院注重加大双语审判、检察人才建设。但是，现有人员仍

然不能满足民族地区审判检察工作需要。为此，我省全国人

大代表沙沨、马福昌建议，进一步推动建立双语法律人才培养

培训和招录机制。

建议中说，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青海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司法责任制得到有效

落实，广大藏区法院特别是青南地区的审判检察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有力维护了藏区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但同时，

也暴露出汉藏双语审判检察人才严重匮乏，法官、检察官年龄

断层、接续断档等突出问题。全省两院队伍“招录难、留人

难”，双语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机制还不健全，双语人才储备严

重不足。

沙沨、马福昌代表建议，进一步推动建立培养、培训和招

录机制，构建民族院校与藏区两院有效对接的“订单式”双语

人才培养模式，采取特殊政策解决藏区两院双语人才“招录

难”问题，在提升汉藏双语法官综合能力素质方面多给予政策

支持，从根本上解决汉藏双语法律人才短缺问题，促进青海藏

区两院审判检察事业长远发展。

本报讯（记者 魏爽）青海启动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以来，统筹推进规划编制、本底调

查、生态工程等建设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作为一项全新的探索，目前面临不少

困难和问题。为此，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的住青全国政协委员马海军建议，加

大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建设支持力度。

建议中说，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

意见》，自然保护地的分级与

分区、管理与建设将面临重

大变革，需要从国家层面加

快《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

区条例》等立法或修订工作，

研究制定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设立、

整合、建设、监管、考核、验收等标准制度。

马海军建议，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以

中央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自然保护地资金

支持模式。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创新生态补

偿机制落实办法，探索建立碳汇交易等市场

化生态补偿机制。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

机构作用，鼓励对生态保护、自然教育、生态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项目提供信贷支

持。在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农牧民培训、干

部队伍建设、完善评估考核机制等方面加大

帮扶力度。进一步发挥对口支援作用，将国

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融入其中，支持参与共

建。

本报北京讯（记者 薛军 李欣）为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

地区实行禁牧限牧，为此，广大农牧民群众做出巨大牺牲，需

要依托政府设置生态公益性岗位保护生态，努力实现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互利共赢的目标。但青海省经济体量

偏小，财力十分有限，难以筹集更多的资金设置生态公益性管

护岗位。为此，我省全国人大代表白加扎西、扎西多杰、孔庆

菊建议，加大对青海省重要生态功能区脱贫群众生态公益性

岗位支持力度。

建议中说，生态管护员承担着我省生态管护的重任，是我

省生态保护建设、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害生物监测防治、促进

林草事业发展、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生

态保护建设的同时，公益管护岗位已经成为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的重要抓手，对贫困农牧民群众脱贫和稳定增收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我省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

筹措资金在全省设置生态公益性管护员岗位 14.51万名。安

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管护员 4.99万名，其中通过国家专

项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1.9万人。

白加扎西、扎西多杰、孔庆菊代表建议，国家对青海省生

态公益性管护岗位在资金安排方面给予倾斜，加大对青海省

重要生态功能区脱贫群众生态公益性岗位支持力度。

本报讯（记者 魏爽）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更

是青海作为黄河源头义不容辞的责任。一

直以来，青海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安排部

署，先后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三江源生

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为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做出了积极努力。为此，出席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住青全国政协委

员马志伟建议，加大黄河源头生态保护力

度，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

提案中说，青海黄河流域面积达 15.23
万平方公里，干流长度占黄河总长的 31%，

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占黄河总流量的近一半，

既是源头区，也是干流区，对黄河流域水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决定性影响。2019
年，全省水资源总量达到 629.3 亿立方米。

但受多因素的叠加影响，河源区的“短板”问

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马志伟建议，继续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支持河源区在生态环境恶化、沟道沟壑

侵蚀严重地域尝试建立一定范围的隔离带，

确保河源区生态保护、修复的持续性和长效

性。加大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延续退耕

还林（草）政策，确保河源区生态保护与发展

相互促进。优化“八七”分水方案，增加青海

初始水权的权重，提高河源区用水指标，确

保生态用水供给。制定出

台 国 家《生 态 效 益 补 偿

法》，确保生态价值依法转

化为生态保护修复的经济

实力，全力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白加扎西扎西多杰孔庆菊代表建议

加大对青海省重要生态功能区
脱贫群众生态公益性岗位支持力度

沙沨马福昌代表建议

进一步推动建立
双语法律人才培养培训和招录机制

马志伟委员建议

加大黄河源头生态保护力度 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

马海军委员建议

加大支持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