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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中方坚定不移的目标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应
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
国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国事访问， 我们就
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对推动中
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要落实好两国
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精心规划和安排两

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办好中美 4 个高级
别对话机制第二轮对话，抓紧落实两国间
合作协议和项目。 双方要就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特朗普表示，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对
我到访中国给予的热情接待，中国悠久灿
烂的历史文化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赞
同习主席对访问成果的积极评价和推进
美中关系的看法。
特朗普表示，美方对朝鲜再次试射弹

道导弹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深感担忧。 美方
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加强同中方沟通协调，找到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强调，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亚和平
稳定，是中方坚定不移的目标。 中方愿同
包括美方在内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共
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朝着对话谈判、和
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打造城市“转换心情”的休憩驿站

“互联网 +厕所”
纳入多地城市规划

记者 高萌
近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 -2035年）》正式公布，其中明确提出，把城市公厕打造成多维服务的第
五空间。也就是要把公厕建成集科技、基本公共服务、景观建设为一体的新公共空间。
长江日报记者整理发现，近期，全国已有北京、贵州、西藏、南京、西安相继掀起“厕所革命”，公厕的提档升级
被纳入地区发展工作行动计划之中。各地掀起的“厕所革命”不仅是公共厕所数量的增加，或是单纯公厕环境的改
善。而是普遍聚焦三大亮点的变革：第一外观形象的景观化；第二功能设施的现代化；第三管理服务的专业化。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后，于 10月 3日随“探索一号”母船顺
利返航三亚港
新华社发

又一载人潜水器“重器”今日交付

“深海勇士”能大海捞针啦
继“蛟龙”号之后，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将于今日正式验收交付，它拥
有目前世界先进的控制系统，预计在今后 30年里将为海洋科考服务。
如果说下潜深度超过 7000米的“蛟龙”号展现的是中国的科技能力和实力，那么，下潜深
度 4500米的“深海勇士”则更多考虑的是中国开发利用海洋的实际与实用。取名为“深海勇
士”，也是希望凭借它的出色发挥，像勇士一样探索深海的奥秘。

实现精准定位 大海也能捞针
深海勇士号拥有目前世界先进的控制系统，这套
控制系统于日前发布了正式版。 这意味着，控制系统
今后可以应用在各类潜水器中，也为中国正在建造的
万米级潜水器打下基础。 如果把载人潜水器想象成
智能生物的话， 控制系统就像生物的大脑和神经系
统。 究竟它有多聪明呢？ 比如潜水器在水下是什么姿
态，它怎么往前跑，怎么作业，怎么悬停，都有一个很
好的控制。 另外，潜水器已经具备自动驾驶的能力。
中国自主研发的万米级全海深潜水器， 预计在
2020 年前往世界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下
潜。先进的避碰系统可以确保潜水器遇到障碍物时能
紧急刹车。 如果发生漏水，控制系统可以关掉液压系
统，来保护潜水器主体。
除了自动驾驶、紧急制动、防止漏水以外，新一代
潜水器控制系统最牛的设计就是自带导航，可以实现

改造设计突出地域民风民俗和文化特色

去年 8 月，《南京市城市品质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正式
下发，今年 2 月，《南京市 0—3 岁婴幼
儿早期发展工作提升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正式公布，相继出台
的两份行动计划中， 南京市规划、城
管、 卫计等部门主动提出城市公厕革
命， 其中南京市财政局明确旅游厕所
资金补助不设上限，应补尽补。
目前， 南京市城管局正在组织各
区继续推进公厕改造建设， 其中一个

功能设施的现代化

景区专项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旅游
景区厕所不达标一票否决。
在公厕的外观形象提升改造方面，
贵州注重整体标准的划定， 设定大目
标。比如，针对高速公路沿线的厕所，提
出以“酒店标准”量化服务区公共厕所
环境卫生； 同时明确旅游景区景点、旅
游餐馆、休闲步行区等旅游厕所达到 A
级标准；此外，今后贵州省旅游厕所的
建设改造设计还将突出地域民风民俗
和文化特色，并与环境景观相协调。

公厕成为城市“转换心情”的休憩驿站

长江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功能设
施的现代化，成为了当下全国各地“公
厕革命”的核心之一。 一系列人性化设
施的安置、贴心空间的打造等，力图把
公厕真正打造成城市“转换心情”的休
憩驿站。
在现代化功能设施的打造中，具体
表现为对细节的关注和优化，体现出人
性关怀。比如，北京继家庭空间、工作空
间、社交空间、虚拟空间之后推出的公
厕样板“第 5 空间”，特别安装了空调、
暖气、 母婴如厕设计等人性化设备，以
及自动存取款机、无线网络、自动售水
机等便民设施。还配建了环卫工人休息

管理服务的专业化

目标是让公厕内部设施和形象外观焕
然一新。
具体表现在：公厕的外观、内装修
等方面进行专门设计，形象与周边的环
境更协调；加大自然通风、采光面积，并
均匀地设置人工光源，改善公厕的通风
采光条件；同时，室内外因地制宜增加
了绿化配置，提升如厕环境的舒适度。
2015 年起，贵州把“厕所革命”工
作纳入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工作， 下发
了《贵州省“多彩贵州文明行动”旅游

间和淋浴室， 解决环卫工人饮水难、吃
饭难、休息难、淋浴难等问题。
南京的“公厕革命”要求具体细致
到： 通槽式便器全部取缔， 采用更文
明、卫生的独立式便器；选用自动感应
的冲水洁具，避免接触感染；根据新标
准规范了厕位的隔间和走道尺寸，配
置了厕内扶手、置物台等人性化设施；
紧急呼叫按钮等一应俱全。
去年，西藏启动新建、改建厕所的规
划选址布点、 外观设计和技术标准制定
等工作，拟出台《关于大力开展公共厕所
革命的意见》及相关实施方案。 2017 年
初， 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将大力开展
“
厕所革命”，在全区完
成 2000 座厕所的建设整治， 目标是：改
善城乡民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人民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旅游发展。
公共厕所不过一方小隔间， 对这
几平方米空间的建设，西藏颇费心思，
要求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针对当
地高寒、高海拔、缺氧等特殊的自然环
境， 选用免水可冲技术和泡沫封堵与
微生物降解技术， 在纳木错、 羊卓雍
错、 达古景区开展 5 个新型厕所项目
试点工作，打造出未来的“理想厕所”
——
—可移动，小体量，泡沫冲洗，排泄
物打包作为肥料。

“互联网 +厕所”模式创新管理手段

对于城市来说， 公厕是城市文明
的标尺， 也是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重要体现。
长江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各地在
“厕所革命” 中都积极运用互联网，融
入“APP”“扫一扫”等创新手段来优化
公厕管理和服务， 同时注重收集用户
满意度反馈。
据悉， 贵州省掀起商务“厕所革
命”，将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保洁、管理
人员做到持证上岗， 将服务品质等与
综合绩效考核工资直接挂钩， 把保洁

工作打造成有吸引力的岗位。
南京更是在公厕内专门设置了管
理间；新完工的公厕，由专业队伍实施
日常保洁和管养；借助微信公众号、手
机 APP 等，方便市民找厕所、用厕所、
评厕所；建立用户满意度评价系统，方
便市民向养护、 监管单位反馈公厕养
护状况。
在公厕管理服务上， 宁波还探索
推进规范公厕保洁服务的市场化运作
模式， 在环卫公厕中将工作人员保洁
作业与日常生活分开， 解决“公厕之

家”问题。
今年 6 月，《西安市开展“厕所革
命”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统筹规
划了今后三年（2017—2019 年）西安城
市公共厕所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其
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厕所“所长制”管
理模式，“总所长”由区县、开发区领导
担任，“副总所长”由街道、开发区主管
部门领导担任，“所长”由所在区县、开
发区干部担任， 分别对辖区公共厕所
进行协调、监督、检查和管理，确保公
共厕所管理符合规范，达到标准要求。

自主研发 打造潜水器最强大脑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全部由中国人自主研发
建造。 从初代的只能完成简单的操作，到拥有最强大
脑，经历了 16 年。
第一代主要符合的是工程需求的要求，也就是完
成最简单的潜水器的控制。第二代潜水器控制系统将
深海地形图加入其中， 让潜水器在深海摸清方向，到
了最新一代，实现了诸多高级指令和功能，打造出目
前国际一流的潜水器大脑和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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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图为 2016年
3月 15日，一名苏州市民推着坐轮椅的老人上厕所
新华社发
外观形象的景观化

大海捞针。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控制系统负责人祝普强
表示，“比如去热液区、去冷泉区作业，或者是做深渊
的海底培养，我们把设备放在那儿，都需要第二次或
者多次重复到达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个大
海捞针。 ”

小档案

深海勇士

·下潜 28 次
·139 小时
·有效时间 34 天
·地质取样 5 份
·抓取 29 种生物
·4 次完成
4500 米级下潜

诞生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702 所联合
国内 94 家单位
研发团队耗时 8 年

突破了
总体设计
与优化

国产化
95%

以上

91.3%
86.4%

总体 关键
部件 主要
部件

国产十大
关键部件
性能可靠

·载人舱
·浮力材
·锂电池
·大厚度钛合金
载人舱设计制造 ·推进器
·海水泵
·大深度浮力材料 ·机械手
·低噪声深海推力器 ·液压系统
·海底实时传输图像 ·声学通信
·水下定位
·控制软件

“勇士”答疑

“蛟龙”号已能载人下潜至海底 7000米，为何“深海勇士”号下
潜深度设计为 4500米？
·提高国产化程度、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是最大的原因
·4500 米深度已经覆盖整个南海的探测、下潜开发等方面需求
·承受 4500 米水压也可以让潜水器的运行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

“深海勇士”号的研发意义？
·不同型号的潜水器，在深海作业中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可以更高
效探索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实现潜水器的谱系化
·从 1000 米、4500 米、7000 米到万米级，我国全海深潜水器能力正
在形成

“深海勇士”号用锂电池有何过人之处？
·取 代 了 原 先 的 银 锌 电 池 ， 从 而 使 电 池 可 用 次 数 从 50 次 增 加 到

500 次，使用寿命长达 5 年左右，有效降低了成本
·颠覆了世界深潜界的一个概念——
—无动力下潜、无动力上浮

2009年
蛟龙号海试
前， 项目团队开始
着手“深海勇士”号
载人作业潜水器的
设计和关键技术研
究工作

2017年
8月 16日
搭载着 “深海
勇士” 号载人潜水
器的“探索一号”作
业母船从三亚港码
头出发

2017年
10月 3日
在中国南海完
成全部海上试验后，
胜利返航三亚港

2017年
11月 13日
通过中国船级
社建造入级检验

未来目标
中国已经部署了

11000 米大深度项目

预计 2020 年下水
来源 / 新华社
制图 / 方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