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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地下核工程」，全名為 「三線建設進洞的原
子能反應堆及化學後處理工程」，坐落在重慶涪陵區白
濤鎮的深山裡，是 1966 年 9 月周恩來總理批准修建的
中國第二個核原料工業基地。因為當時是一項隱秘的工
程，所以只有編號。說是工廠，其實是一個山洞。當年
沒有現在的先進科技和設備，只能靠解放軍戰士進行人
工挖掘。它總長 21 公里，分為 9 層，高達 79.6 米，是
世界上最大人工洞體，可抵抗 100 萬噸 TNT 當量氫彈
的空中爆炸，被譽為 「人工奇迹」。

「816」工程從1967年2月動工，到1984年結束，
挖掘了 17 年之久。該洞洞體的土建工程量已完成 85%
，安裝工程量完成60%，當時如果再投入1億元，就可
以完工，生產核燃料。後來由於國際形勢變化及國家戰
略調整而停建。

前不久，重慶市巴南區統戰部組織媒體人員前往參
觀。

茫茫白霧中，一個高達138米的通風口矗立於山頂
之上。雲霧繚繞中，這座海拔 1100 多米的金子山，與
周圍群山似乎並無二致。大門邊牆壁上新刷的新中國成
立初期常見的宣傳畫和標語： 「不要戰爭，要和平」，
十分引人注目。

「816」主洞口靠近一小片裸露的石灰岩，位置並
不顯眼。主洞口原先的鉛門被拆除，牆體上剩下一道2
米寬的鑿刻痕跡，顯示着當年這扇數百噸的鉛門的寬度。

「816」洞體完全隱藏在山體內部，洞體施工挖出
的土石方量有151萬立方米之多，如果將這些石渣築成
一米見方的石牆，長達 1500 公里。山體周圍共有大小
19個導洞口，裡面共有大小洞室18個，道路、導洞、
支洞、隧道等130多條。當年工程停止後，有些洞口被
封，因此目前沒有人知道洞口的確切數字。

進入大門，是一條約400米長、可容納兩輛轎車並
排通行的主隧道。牆體上還依稀可見當年的標語： 「革
命戰士是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中國最早電梯載重2噸
在洞中緩緩前行，經過主隧道，走進一個小胡同，

兩邊有大大小小的房間。胡同盡頭有一部電梯，據說這
是中國最早的電梯，能載重 2000 公斤，當然現在是不
能用了。洞體內曾經裝有一些小型鉛門，由光電控制，
只要核爆炸閃光一出現，鉛門就會自動封閉，這在當時
是最新的技術。

核反應堆大廳入口處有一口 「井」，頂部不斷有泉
水往下滴。當年，解放軍戰士們渴了，就喝這裡的水。
二三十米高的大廳內，當年反應堆的支架部分依然保存
，將近1米寬的 「工」字形鋼做成的支架，繞成一個正
四方形，支架下工藝導管的圓形插孔密密麻麻。旁邊1
米多寬防輻射溝內，鋪滿了從雲南運來的重晶石沙。空
蕩蕩的大廳頂部，有許多圓形的通氣孔，一架載重幾十
噸的行車懸掛在幾十米高的樓頂上，場景之壯觀令人瞠
目結舌。

「深埋山間的和氏璧」
中央控制室的計算機系統佔了三面牆，面積達150

平方米左右，計算機高達兩米左右，中間許多電線裸露
在空空的鐵製架子上，一張發黃的裝置顯示屏的產品說
明書上，寫着製造日期： 「1978 年 6 月 30 日」。幾個
直徑兩米左右的圓形顯示屏上，有各個部位的分布標誌
。洞內四季恆溫，可保持攝氏25度。

在 「816」洞體周圍坡地上，尚存不少洞體建設時
期的舊營房。如今 「816」工程已經解密，在軍事上沒
有利用價值了，可它的旅遊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2002年國防科工委將 「816」軍工洞體解密。2010年
4月向國內遊客開放。著名國家級景觀設計大師、北大
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教授將其比喻為 「深埋山
間的和氏璧」，並稱其 「堪與三峽大壩爭鋒」。

中新社

重慶高交會在山城的濃濃春雨中開幕。全國政協
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重慶市
長黃奇帆等領導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中國十一大軍工
集團的董事長、總經理、書記共 12 名負責人悉數參
會；來自 35 個國家和地區的 240 多家知名企業、30
多所著名高校參展。

萬鋼表示，重慶是我國創新資源比較富集的城市
，也是我國中西部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高地。至
今，重慶已成功舉辦九屆高交會，有效促進了軍民科
技的結合，東西部產業對接和國際科技的交流。重慶
高交會及軍博會規模不斷擴大、效益日益顯著、影響
力逐年增加，已經成為國內最具規模和影響的軍民兩
用技術專業交易會，成為國家支持西部大開發的重要
載體。

黃奇帆致辭表示，當前，重慶正按照中央的要求
，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西部地區重要增長
極，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
。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離不開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的
強力支撐。今後，我們將更加注重發揮科技的引領和
支撐作用，加快建設西部地區科技創新中心和科研成
果產業化基地，把經濟增長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
高勞動者素質上來，真正邁上科學發展的軌道，努力
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以優異成績迎接黨
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張德江視察展館
開幕式結束後，張德江在萬鋼與黃奇帆等領導的

陪同下，視察了重慶高交會展館。
本屆高交會彙集了國內外各領域高、精、尖技術

成果35000餘項，聚焦高新技術、推進軍民融合、推
動技術交易、擴大開放合作、激發創新動力五大特色
。展會設立了 「中國載人航天首次空間交會對接試驗
航天器」1個主題展，重點舉辦高新技術綜合展、軍
民兩用技術展、國際（境外）高新技術展3個綜合展
，裝備技術、信息通信技術及電子產品、汽車摩托車
新技術、生態環保與節能減排技術、現代農業技
術、醫療及生物技術6個專業技術展。展覽總面積達
到 4.5 萬平方米，參展代表團 180 個、參展企業 2100
個。

在今日上午舉行的重大項目簽約儀式上，總金額
為61.14億元的項目成功簽約。據了解，本屆高交會
由科技部、工信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
發明協會和重慶市聯合主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
謀部軍訓部、總裝備部電子信息基礎部、總後勤部
司令部協辦。

中國電信網絡出現故障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二日電】今日上午11時左右，

有網民稱，疑似中國電信骨幹網絡出現重大故障，中國互聯
網連接出現異常，不僅中國境內無法登陸境外網站，境外也
無法登陸中國網站。中國電信回應本報查詢時指，暫時無法
提供更多詳細資料。

據部分受影響的網民描述，事發時美國、日本和香港等
使用海外主機的網頁無法打開，微軟官網、蘋果國外大型網
站亦無法訪問。不過，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從內地訪問境外
網站開始陸續恢復正常。據悉，今次受到網絡故障影響的國
家和地區包括香港、日本、美國、韓國、荷蘭、澳洲、新加
坡。

一些網民分析稱，網絡故障可能與早前發生在印尼的地
震有關。印尼蘇門答臘附近海域昨日下午曾發生8.5級強震
，地震監測機構發布海嘯預警。去年日本大地震亦曾導致中
國電信電纜受到影響，當時一度出現北美方向互聯網站訪問
速度緩慢現象。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電信專家闞凱力向本報表示，儘管
亞歐光纜可能受到印尼發生強震影響，但今次網民反映的受
影響國家多由太平洋光纜聯通。因此，闞凱力認為，光纜發
生故障令網絡不暢的可能性很小。

資料顯示，中國電信的國際互聯網出口目前佔據中國互
聯網出口帶寬七成以上。中國電信共有連接五大洲的海纜和
陸纜33條，可直接通達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

專家：網絡安全隱患不容小覷
【本報訊】出席中國通信學會主辦的電信業網絡與信息

安全高層研討會的專家稱，隨着網絡規模的持續增長，移動
互聯、雲計算等新技術和應用為網絡安全提出挑戰，網絡攻
擊逐步涉及工業控制等領域，安全可控問題較嚴峻。專家呼
籲加快建立全面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切實維護網絡信息安全。

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中國網際網路始終保持快速發
展態勢。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2
月底，中國網民規模突破5億，網際網路普及率達38.3%。
手機網民規模達3.56億。

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長熊四皓表示，新技術
新應用發展帶來的安全隱患不容小覷。特別是針對移動互聯
網等新智能終端的惡意程序不斷增加，涉及基礎電信運營企
業的信息安全攻擊形勢嚴峻。

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監測顯示，2011 年捕獲移動互
聯網惡意程序6249個，較2010年增加超過2倍。

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等專家和業內人士紛紛呼籲加快
建立全面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加大網絡安全監管力度，完善
配套措施，探索新的監督模式和監管技術手段，加強科學管
理。

「還要注重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合力營造良好
的網絡環境。」熊四皓說。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二日消息：《解放軍報
》12 日在頭版發表題為 「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
定」的文章提到，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
紀問題立案調查，公安機關對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
進行了覆查並將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機關的消息發布
後，全軍和武警部隊官兵紛紛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
的正確決定，堅守崗位履職盡責，以優異成績迎接黨
的十八大。

國防大學中共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秦利認為，中
央的決定定性準確客觀，處理積極穩妥，抓住了關鍵
性問題和本質要害，十分必要，完全正確。

北京衛戍區某裝甲團政委劉海明說： 「中央在較
短時間內查明基本情況、迅速做出嚴肅處理，有力回
應了國內外關切。」

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部一室副主任甘學榮、

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張偉超等專家學者認為，中央始終
堅持實事求是，依法依紀嚴肅處理，這種重事實、講
法治的精神，完全符合我們黨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和
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

雲南普洱軍分區政委蒲永能說： 「這些年我們黨
堅決懲治各種腐敗現象，對這次事件和案件的調查處
理，再次表明了我們黨敢於正視並及時解決自身問題
的巨大勇氣，反映了我們黨對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
高度自覺和深謀遠慮。」

武警 8670 部隊政委雷萬軍、濟南軍區某部政委
修建慶認為，中央及時發布消息，統一思想、凝心聚
力，堅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充分體現了對黨和
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

正在井岡山參加南京軍區旅團政委集訓的某裝甲
旅政委陳正峰說： 「在我們黨即將召開十八大、意識

形態領域鬥爭尖銳複雜的形勢下，中央的決策部署對
於做好改革發展的各項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具有
重要意義。」

「我宣布，第十屆中國重慶高新技術交易會暨第六屆中國國際軍民兩用技術博覽會
開幕！」 隨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高亢有力的聲
音，重慶高交會今日在禮炮與掌聲中拉開帷幕。這亦是履職重慶近一月的張德江首次在
中外媒體前亮相。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二日電】

澄海玩具博覽會開幕
【本報記者江雨馨澄海十二日電】中國澄海國際玩具禮

品博覽會今日起一連四日在廣東澄海舉行，來自中國內地和
歐美、中東、東南亞、非洲、澳洲、港澳台等地區的玩具廠
商、企業參展。

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常務副會長梁梅預料，今年中
國玩具出品總額將大致與去年持平。

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副會長李卓明指出，儘管去年遇到
的困難很多，但整個行業取得的出口成績還是不錯。預期今
年穩中向好。

記者發現，創新是本屆參展商最大的特點。如傳統的魔
方，加上了魯班鎖的新創意，提升了吸引力和趣味性。玩具
娃娃則有了更生動的表現，除了會說話眨眼睛，還有吹泡泡
等新功能。

從 2003 年至 2011 年，澄海區玩具禮品產業年均以 14%
左右的速度增長，產品70%出口到世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11 年，該區玩具禮品產值 239 億元人民幣，比 2010 年
同期增長15%，在澄海海關出口6.5億美元，佔中國內地玩
具出口額的20%。中國內地首張玩具3C認證、首個玩具馳
名（著名）商標、首家玩具上市公司等均出自澄海。

軍報：全軍官兵擁護中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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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816地下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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