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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环 境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为期三天的第二十三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
交会）线下展会29日在深圳落下帷
幕。哪些科技成果当下最热？哪
些领域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未来
的日常生活会有哪些变化？作为
中国科技创新趋势的风向标，记者
在高交会的“科技盛宴”上，感受创
新中国的强劲脉搏。

未来的城市会思考

从精准治理到服务民生，从赋
能经济到新基建、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
技术，奠定了未来智慧城市的数字
底座。

既是路灯，也是充电桩、5G基
站、交通信号灯，还能实现一键求
助、智慧监测。记者在本届高交会
现场看到，基于多功能智慧杆实现
的车路协同模拟驾驶系统吸引了
不少观众排队体验。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与5G设备、智慧城市应
用紧密结合的多功能智慧杆在各
地加速普及。深圳市智慧杆产业
促进协会会长王海龙表示，多杆合
一可以避免多头规划、建设，解决
数据信息孤岛问题，实现智慧城市
整体运营降本增效。

AR技术的应用让城市管理更
加高效。在本届高交会上，不少参
展商带来了AR可穿戴执法装备、
AR执法调度平台、AR实景化融合
指挥体系、AR城市数字治理平台
等，在公安、城管、防疫、交通、环保
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空间，杭州、
成都等地正在推广应用。

“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有思
想、有情感、有温度的生命体。”平
安智慧城市公司联席总经理胡玮
说。由平安智慧城市公司承建的

“i深圳”app是深圳市统一政务
平台，可以调取结婚证、身份
证、计划生育证明、职业资格证
书等一系列电子证照，人们通过
一块小小的屏幕就可以办理深圳
95%以上的个人事项和60%以上
的法人事项。

绿色低碳成为
科技创新的指南

城市排污管道的检修一直都
是污染治理工作的难点。在本届
高交会上，深圳环境水务集团展出
的漂流式机器人和鸭嘴兽机器人
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带有广角镜头、外形像一个小
型照相机的漂流式机器人，可以漂
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流摸清管网内
部情况，搜集视频信息。而鸭嘴兽
机器人则带有声呐功能，能够在水
下作业，快速识别管网状态。“相当
于有了眼睛和耳朵，治污效率大大
提高了。”深圳环境水务集团研发
工程师麻汉卿说。

绿色、环保、低碳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来自大连的参展
商代表郭永伟告诉记者，他们的核
心产品是改性悬浮填料，用于工业
废水的处理，近年来随着绿色生活
理念深入人心，产品越来越受欢
迎，已经出口到加拿大、美国、英
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在
高交会期间举行的技术论坛上表
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必
须有充足的清洁能源，这是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南
和方向。

安全便捷的储存是氢能高效
利用的前提。在高交会上，科研人
员展示了一种用镁材料固态储氢
的新尝试：把氢气注入固态的镁材
料中，形成一颗颗像药片一样的压
块，在储能密度和安全性方面具有
优势。

基础研究引领创新方向

无需标记就能精准识别动物
身体部位的动作，追踪动物的三维
骨骼序列，让计算机“看清”动物行
为。在中国科学院展区，一台新型
智能化动物行为精准分析仪器引
起了不少关注。

这是脑科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在本届高交会上，宽带脑机接
口系统、立体定向头架、快速三维
荧光成像系统、主动式神经调控可

穿戴设备、脑康复一体机等30多
项具有代表性的脑科学产品，带来
了具有科幻色彩的未来生活场景。

在合成生物产业专展上，全自
动全封闭细胞制备工作站、高通量
样品处理系统、微生物人工碳化系
统、全自动细胞药物筛选系统等多
个已转化或即将产业化的创新成
果，展示了未来“像乐高一样搭建
生命体”的可能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础科研
成果找到了产业化道路，一些像脑
科学那样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科研
成果走到了人们身边。

参加过十余届高交会的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樊建平说，每年都有大量新的科技
成果在高交会上亮相，尤其近几年
来自基础研究产业化的成果越来
越多。“正如十几年前业界一致看
好机器人产业一样，当前看上去还
处于起步阶段的脑科学、合成生物
等前沿领域的技术产品，未来很可
能在理论和产业化方面取得突破，
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新华社深圳12月29日电）

前沿科技描绘创新中国未来图景
——来自高交会的一线观察

■ 新华社记者 陈宇轩 王丰

近期，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迎来哈密瓜丰收季。据了解，2021年佛罗镇大棚哈密瓜种植面
积4.8万亩，年产量20余万吨。目前，全镇种植哈密瓜的农户多达9200余人，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哈密瓜已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图为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福塘村的大棚里，瓜农采摘哈密瓜（12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新华社成都12月29日电（记
者董小红）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9日通报，为了进一步压实各单位
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四川发布了
《单位疫情防控明白卡》，要求各级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所有市
场主体指定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了解到，《单位疫情防控
明白卡》包括人员管理明白卡、场

所管理明白卡和应急处置明白
卡。其中，人员管理明白卡要求各
单位建立员工外地出差、旅游等往
返登记制度，及时做好有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与感染者有轨迹交叉
员工排查，并向所在社区报备等；
场所管理明白卡要求保持公共区
域和办公区域环境整洁，及时清理
垃圾，在办公室、食堂和卫生间等

场所应设置洗手设施等；应急处置
明白卡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或处置流
程，并定期开展演练等。

据悉，四川各单位在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还应结合本单
位实际，按照相关规定有针对性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未落实或落实不
到位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压实主体责任！四川发布《单位疫情防控明白卡》

新华社武汉12月 29日电（记
者 王贤 乐文婉）一架赛斯纳560校
飞飞机29日下午在鄂州花湖机场起
飞、降落，标志着国内首个专业货运
机场建成并启动校验飞行，为明年
机场如期投入运营奠定基础。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朱方海介绍说，校
验飞机相当于为新机场颁发“准生
证”的体检医生，校飞则是机场如期
开航的先决条件。本次校飞预计耗
时约1个月，将对机场的通信设备、
导航设备、助航灯光设备、飞行程序
做全方位检测，校飞结果预计2022
年1月底出炉。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货运机场，

鄂州花湖机场建有2.3万平方米的
航空货站、67.8 万平方米的分拣中
心、124个机位及2条3600米长、45
米宽跑道。预计至2030年，鄂州花
湖机场年货邮吞吐量和旅客吞吐量
将达到330万吨和150万人次。

据悉，鄂州花湖机场预计总投
资310.18亿元，目前机场三大主体
工程（机场工程、顺丰转运中心及航
空基地工程、航油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235.6 亿元，预计将于 2022 年
年中通航。它的投用将加快补齐我
国航空货运短板，推进中部地区高
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机场建成校飞

新华社北京12月 29日电（记
者 黄垚）记者29日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2021年（截至12月 28日）全国
平均气温10.7℃，较常年偏高1.0℃，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高。全年气
候总体呈现区域性气象干旱此起彼
伏、沙尘天气早发、强对流天气强
发、寒潮强度大等特征。

据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宋善
允介绍，2021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广发、频发、强发、并发。除全国
平均气温创历史新高外，全国平均降
水量671.3毫米，较常年偏多6.8%；
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697.9毫米，较
常年偏多40.6%，为历史第二多。

2021 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2.0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次多。
9月1日至11月6日，南方地区平均
高温日数 5.7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多。虽然全年旱情总体偏
轻，但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如
江南、华南出现秋冬连旱、西北地区
东部和华北西部出现夏秋连旱等。

宋善允说，2021年在西北太平
洋和南海生成及登陆台风数均较常
年偏少，但具有一定极端性。如台
风“烟花”两次登陆浙江，陆地滞留
时间长达95小时，为1949年以来最
长；刚刚过去的超强台风“雷伊”也
正面袭击南沙群岛。

此外，2021年沙尘天气早发，强
对流天气强发。1月中旬出现首次
沙尘天气过程，较常年偏早30多天；
3月中旬北方更是遭遇近10年来少
有的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年内发生
47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呈现极端
大风和龙卷频发、短时强降水创历
史极值等特点。

偏高1℃！2021年全国平均气温创历史新高

12月29日，全长25.7公里的舟岱大桥正
式通车。随着这座连接浙江舟山本岛和岱山县
的大桥建成通车，岱山县结束了长期以来不通
陆路的历史，舟山连岛高速公路的总里程达到
74公里，成为世界规模领先的连岛高速公路。

据介绍，此次通车的舟岱大桥是宁波舟山
港主通道项目的一部分，项目主要由鱼山大
桥、舟岱大桥、富翅门大桥及其接线组成，连接
富翅岛、舟山本岛、长白岛、岱山岛、鱼山岛等
5座岛屿。其中，鱼山大桥、富翅门大桥分别
于2018年12月、2019年9月建成。

舟岱大桥通车
浙江舟山连岛工程再扩容

““甜蜜产业甜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张泉）29日
发布的《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进程持续深化，展现出较强韧
性。2020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达116.02，较
2019年增长5.18，实现了世界主要国家制造强国
发展指数的最大增幅。

报告由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中国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完成，对世界主要国家2020年
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变动情况等进行了分析解读。

报告显示，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复杂情况，中国制造业经受住了
巨大考验，充分彰显了体系完整优势：规模优势在
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增长，质量效益基本稳定，创
新动能活力提升，强基固本初见成效，绿色低碳践
行有力。

“中国制造业的体系完备且不断向中高端发
展，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竞争力持续提高。”中
国工程院院士单忠德表示，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需
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夯实产业基
础，着力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明显、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在细
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与“单项冠军”
企业。

“从预测结果看，顺承当前的发展态势，在国内
外宏观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按照既
定计划继续大力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我国能够在
2025年迈入世界制造强国第二阵列。”中国工程院
院士朱高峰说。

据悉，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持
续发布，旨在为我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量化参考的
科学支撑，已成为客观评价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
权威性指数。

2020年中国制造强国
发展指数大幅增长

记者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为了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西省近日
出台《山西省“十四五”“两山七河一流域”生
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统筹推进“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
险”，进一步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按照规划，到2025年，山西所有入河排污
口将实现达标排放，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
面覆盖，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全面完成，黄
河流域沿河村庄基本实现生活污水零直排，地
表水国考断面水质提档升级，土著鱼类种群逐
渐恢复，初步实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 （以上均据新华社）

山西出台规划
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