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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4月28日电 4月 28日，
大（理）瑞（丽）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经过 12 年艰难施工，由中国中铁一局承
建的大柱山隧道贯通。

大瑞铁路全长约 330 公里，东起云
南省大理市，西至中缅边境瑞丽市，是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完善路网布
局和西部开发重要项目之一。据中国
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大柱山
隧道位于云南省保山市境内，全长约
14.5 公里，穿越澜沧江深大断裂与保山
褶皱带交界处，被称为“最难掘进铁
路隧道”。

受地形与地质限制，大柱山隧道施
工只能从进、出口独头掘进，无竖井、斜
井等辅助施工条件，最大独头掘进长度
达 8.3 公里。为解决进出口独头掘进带
来施工弃碴、通风、排水难题，施工人员
在正洞左侧 30 米处，平行建设了长约

14.2公里的平导。
大柱山隧道掘进同时还面临着“水

深”“火热”的难题。在隧道挖掘面涌水、
突泥是常态，单日最高涌水量达 22 万立
方米。“先后建设 7 座抽水站，56 台大水
泵接力，解决‘水深’的问题。”中铁一局
大瑞铁路项目负责人姜栋介绍，隧道内
高地温段长期温度维持在 40 摄氏度左
右，每天每个挖掘面需要 12 吨冰块，施
工人员每 3 小时就要轮换一次。经过铁
路建设者 12 年艰苦施工，“最难掘进隧
道”全隧实现贯通。

云桂铁路（沪昆客专）云南公司大瑞
铁路指挥部副指挥长曾劲表示，截至目
前，大瑞铁路全线 44座隧道已经贯通 29
座。大理至保山段路基工程已经完成
90％，桥梁工程已完成 84％；保山至瑞丽
段，路基工程已经完成 81％，桥梁工程已
经完成 75％。

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28 日发布第 45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04 亿，较 2018
年底新增网民 7508万；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 8.97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7992 万，
我 国 网 民 使 用 手 机 上 网 的 比 例 达
99.3％。

“我国基础资源状况持续优化，安全
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 12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量 50877
块／32，较 2018 年底增长 15.7％，稳居
世界前列。域名总数为 5094万个，其中

“.CN”域名总数为 2243 万个，较 2018
年 底 增 长 5.6％ ， 占 我 国 域 名 总 数 的
44.0％。

根据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互
联网普及率达 64.5％，较 2018 年底提升
4.9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为 46.2％，较 2018年底提升 7.8个百
分点，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
小 5.9个百分点，数字鸿沟不断缩小。随
着我国“村村通”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两大工程的深入实施，广大农民群众逐
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同步享受信
息社会的便利。

近日，各地高校陆续公布 2020 年硕士
研究生复试分数线与复试办法，“考研大
战”进入下半场。教育部计划今年扩招硕
士研究生 18.9 万名，并明确将继续扩大相
应招生规模。

扩招决定对数百万考生有何影响？扩
招名额将如何分配？如何避免研究生培养

“注水”？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能搭上扩招顺风车吗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7 年起，

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已连续 4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的热度。2020 年硕士研究生
报考人数达到 341万人，创历史新高。

重庆大学生史同学就是“考研大军”中
的一员。由于初试成绩“不上不下”，他和
很多考生一样，特别关心自己能否搭上扩
招的“顺风车”。

据记者了解，今年临床医学、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等医学类专业扩招明显。西南
医科大学 2020 年研究生计划招生指标经
过两轮追加，实际扩招比例近 30％；华中
科技大学将扩招名额全数安排在医科。专
家认为，此类安排与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背景直接相关，反映出当前社会在人
才领域的现实需求。

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需求专业也是扩
招的热门专业之一。今年 3 月，教育部等
有关部门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
养。

记者发现，研究生扩招计划指标向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倾斜。黑龙江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罗跃军称，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黑龙江大学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从 2019 年
的 2059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2773 人，增幅
超过三分之一。

定位于职业能力的提升、强调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的专业学位硕士在扩招中获
得更多关注。“今年我们扩招的专业学位招
生计划已经超过了学术学位专业计划，”东

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世英说，学校
在招生计划申报、分配以及使用上，均向农
业、畜牧、兽医、生物与医药和机械等专业
学位倾斜，有利于培养更多具有能够创造
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高校准备好了吗
据中国教育在线《2020 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调查报告》数据，2019 年硕士研究生
录取人数约为 80.5万人。按计划扩招 18.9
万人计算，2020 年硕士研究生扩招比例已
超过 20％。

扩招为一些高校带来发展机遇。常州
大学是一所以石油化工类专业见长的高
校，该校目前有硕士生导师近千名，但在校
研究生仅 2700多人。“我校多年来存在‘吃
不饱’问题，一直在争取增加研究生招生指
标。”该校研究生院院长孟启表示，扩招后
研究生规模将更符合学校发展实际。今年
该校研究生招生规模显著扩大，侧重于工
科专业，约占扩招总量的三分之二强。

记者了解到，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大

幅度增长，给高校后勤、教学、科研、管理
等方面带来不少挑战。多所受访高校研究
生院负责人表示，招录只是研究生培养工
作的第一个环节。学生入校报到后，还要
考虑住宿条件、教学空间、硬件设备等多方
面承载能力；考虑实验室等科研软硬件条
件是否足以满足扩招后需求；考虑学生管
理服务方面，能否适应扩招后的实际难度。

另外，今年研究生扩招工作正值疫情
防控时期，如何确保远程网络复试等相关
安排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成为研究
生招录本身必须面对的一场大考。

扬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明国说，
往年研究生复试中试卷笔试、实验操作、面
试等需要线下环境完成的环节，今年通过
远程网络复试无法实现，学校准备通过加
强对考生既往学业的考查、设计综合性开
放性能力测试题等方式，选拔具有创新潜
质的优秀生源。

每年百万硕士大军将往何处去
扩招 18.9 万人后，今年我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规模将近百万。如何保障培养不
“注水”、学位不“贬值”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博导
张志安教授对记者说：“在毕业季，对于毕
业学位论文，有开题、预答辩、答辩这些环
节来保质保量；对于学生以往发表的论文
要严格审核，例如明确刊物的性质，考查论
文的学术性是否明晰，例如一些访谈类、综
述类文章不能作为学术文章。”

专家建议，教育部门要严把质量关，防
止部分高校或专业因为生源不足而“抬杆
过关”；研究生扩招也倒逼高校建立以质量
为中心的培养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导师制、
引入过程性评价等方式，挤掉研究生培养

“水分”。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金梦玉教授

提醒，如果研究生培养关没把好，压力就将
传导至毕业、就业环节，对个人和社会都将
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研究生扩招本身并不
会必然引起“文凭贬值”。

据猎聘大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
一季度，新基建七大领域对中高端人才的
需求迅速上升，在线发布的相关职位总体
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了 42.96％，其中 5G
类岗位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81.90％，工业
互联网类同比增长 74.64％。多名专家向
记者表示，虽然疫情对当前就业形势产生
了一定负面影响，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
级调整提速，对中高端人才需求的后劲也
将持续释放。

“这次研究生扩招以专业硕士为主，实
质就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职业教育。”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认为，专业硕士应偏重以就业
为导向学习。目前我国研究生就业市场对
高技能、创新型、综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
大，研究生扩招后，个人和高校共同面临如
何提升学生能力、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
的挑战。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今年计划扩招硕士研究生18.9万名

“最难掘进隧道”大柱山隧道贯通

新华社长沙4月28日电 28日凌晨，
中国首列商用磁浮 2.0 版列车在长沙磁
浮快线跑出了 160公里的时速，完成了最
高设计速度的达速测试。这标志着中国
自主磁浮技术在中速领域的攻关取得重
大成功。

本次达速测试工作，由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
中心、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开展，历
时 10 个月。攻克了中速悬浮稳定、车桥
耦合、靴轨耦合等重大技术难题，克服了
测试风险大、无成功案例借鉴及夜间天
窗作业时间短等困难。

作为中国首个自主化商用磁浮项

目，时速 100 公里的 1.0 版磁浮列车于
2016 年 5 月在长沙磁浮快线启动商业运
营。基于已有研制和运营经验，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牵头联合 20余家单
位，于 2018年 6月研制出商用磁浮 2.0版
列车。相比 1.0版，2.0版悬浮能力提高 6
吨，牵引功率提升 30％，速度提升 6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磁浮研
究所所长佟来生表示，磁浮 2.0版列车是
按照商业运营标准生产制造，并在商业
运营线上进行试验验证，其最高运行速
度已达到设计水平，车辆运行各项指标
均符合规范要求，表明中国中速磁浮交
通系统已具备工程化应用条件。

我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
成功完成达速测试

44月月2828日凌晨日凌晨，，我国首列商用磁浮我国首列商用磁浮22..00版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上进行达速测试版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上进行达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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