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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依

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

此前，工信部也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表示，2020 年要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和 5G、人工智能等同列“新基建”，工业

互联网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之一。

近三年来，工业互联网从概念到落地，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带来了物理空间阻隔、

人员交通隔离、紧急状况下的关键物资调配需

求，正是其可以发挥优势所在。“如果说2003年

的非典疫情刺激了消费互联的发展，2020年新

冠肺炎危机后带来的会是工业互联的奋起。”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直言。

她表示，作为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能够通过

连接产业体系各端，快速精准对接供给侧与

需求侧的数据信息，有效提高关键物资配置

效率，提高关键物资产量。而与之相对，我国

现有关键物资生产调配管理模式还很粗放，

难以打通实时供求信息，也无法全盘掌握全

国范围内关键物资的信息。

以疫情期间最为紧缺的口罩和防护服为

例，由于对其日常生产销售和库存缺乏详细

掌握，大量一线医疗单位出现了物资匮乏的

情况，另一边，疫情较轻地区则可能充裕，分

配不合理。“在医疗物资分配中，如果通过标

识解析、区块链等工业互联网相关技术，在物

资生产储存时打上唯一标识，就可以通过工

业互联网平台了解每包口罩、每套防护服的

位置、数量、种类等信息，追踪其物流仓储和

分配情况，实现全局优化配置。”徐晓兰说。

在抗击疫情之中，工业互联网充分发挥

了互联互通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有力支

撑了全社会资源的整合和物资高效调用。如

海尔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 1 月 30 日

即上线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信息共享资源

汇聚平台，及时准确地更新防治疫情物资的

供需信息，帮助生产企业物资和疫区需求的

高效匹配，同时也为政府的物资调配提供数

据支持。用友支撑了雷神山医院、武汉协和

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一线医院的高效

运营，确保医院财务精准核算、捐赠顺利开

展、物资高效管理。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

过程中，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线监测施工

设备百余台，还调配在线设备支援北京、西

安、珠海等地的“小汤山”医院建设。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认识到开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工业互联网不仅将更多线下业务搬到线上，

实现流量的快速聚集、用户体验优化、服务精

准化，而且通过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深挖

工业数据资源价值，推动制造业企业提质增

效降本。”徐晓兰说。

不过，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王坚也表示，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管理、服务和安全体系，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资源存在孤立、分散、封闭等问题，

数据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数据主权和数

据安全面临重大威胁。当前，我国正在推进

以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据

中心建设，对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资源进行汇

聚整合，未来要聚焦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软件和重

点领域、重点业务环节应用软件。

“此次疫情带来的数字化转型的起点或

许是消费场景，但是随着转型的持续深入，借

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供需的高度匹配，工业互

联网驶入快车道，最终实现全要素、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徐晓兰说。

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驶上快车道
本报记者 崔 爽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实体书
店、城市阅读空间、公共文化场馆
等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恢
复开放。市民走出家门选购、阅读
书籍，充实文化生活。

图为 3月 18日在合肥市常青
街道竹西社区半亩方塘城市阅读
空间，读者在翻阅书籍。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春来觅书香

科技日报南京3月 18日电 （金凤）在新

冠肺炎危重患者中，有许多患者患有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如何帮助患者缓解急性肺损

伤（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

国际难题。18日，记者从江苏省药监局获悉，

经过 27 天的应急审评审批、现场检查核查，

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近日获国家药监局批准

上市。这也是目前国内获批的首个用于治疗

ALI和 ARDS的药物。

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是一种中性粒细胞

弹性蛋白酶抑制剂，“中性粒细胞是肺部炎症

反应的主要介质，ALI、ARDS 等多种肺部炎

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均涉及中性粒细胞。

而其释放的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会分解

血浆蛋白、凝血因子以及肺结缔组织，同时还

会使肺血管通透性增强、气管收缩、增加气管

分泌，诱发 ALI、ARDS。西维来司他钠可阻

断这种作用。”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伦江苏）总经理孙国明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西维来司他钠显示出明确的抑制

肺损伤、改善肺功能的效果。国内外的临床

试验结果也表明，西维来司他钠能改善 ALI、

ARDS患者的肺损伤。

据介绍，2月12日，该药获得了针对新增适

应症（新冠肺炎所致的ALI、ARDS）的临床试验

批件，目前其临床试验用样品正在武汉、广州的

医院就新冠肺炎的适应症开展临床试验。

“新冠病毒会造成急性肺损伤，西维来司

他钠有望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治疗支持，

因此被国家药监局纳入优先审评审批通道，我

们协助国家局做了注册核查，产品检验等检

查。但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的产品，流程不

减、要求不降，只是审批速度加快。”江苏省药

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王宗敏介绍，2月 14 日，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正式收到注射用西维来

司他钠上市申请审评任务后，立即启动审评。

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获批上市
可缓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8日电 （记者操秀
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18 日批准江苏豪森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药业”）

自主研发的 1 类创新药阿美乐（甲磺酸阿美

替尼片）上市。业内专家称，该药将为肺癌

靶向治疗带来更多治疗选择，增加药物的可

及性。

据介绍，肺癌的发病率在中国均居于恶

性肿瘤首位，在我国患者中有超过 40%是

EGFR 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于

EGFR 敏感突变患者，目前主要使用第一/二

代 EGFR 抑 制 剂（EGFR-TKI）靶 向 药 物 治

疗，较传统化疗优势明显，但约 1 年后会出现

耐药和疾病进展，其中超过半数是 T790M

突变所导致。阿美乐正是主要适用于“既往

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

进展，且 T790M 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的治疗。

据悉，阿美乐是全球第二个三代 EG-

FR-TKI 创新药，也是全球首个中位无进展

生 存 期 超 过 1 年（二 线 使 用）的 三 代 EG-

FR-TKI。经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 在注册

临床研究中,阿美乐单药治疗显示出优异的

疗效和安全性，且对脑转移有效，临床优势

明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表

示，阿美乐不仅疗效好而且安全性佳。该药

物临床研究中出现的常见不良反应可耐受，

且为临床可控的 1 或 2 级水平，3 级及以上不

良反应发生率、减量率、暂停用药率低，研究

期间未见患者出现间质性肺炎。与药物有关

的皮疹、腹泻和 QT 间期延长的发生率和严

重程度均低。

台湾大学肿瘤医学研究所杨志新教授指

出，无论从疗效还是安全性表现来看，阿美乐

都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优选治疗药

物，该药物的获批上市不仅可以为患者带来

直接的临床获益，还可减轻国内患者对进口

药的依赖。

1类创新药阿美乐将为肺癌靶向治疗带来更多选择

3 月 18 日，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最新研

究：A型血相对易感》的文章刷了屏。

南方科技大学、上海交大、武汉中南医院、

武汉金银潭医院等 8家单位的最新研究显示：

A、B、O、AB 血型与新冠肺炎易感性存在关

联。这也是该领域的首份研究。具体来讲，研

究认为，O 型血对新冠肺炎相对不易感，风险

较低；A 型血对新冠肺炎相对易感，风险也较

高 。 该 研 究 论 文《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 Blood Group and the COVID-19

Susceptibility》于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刊发在预

印本平台medRxiv，尚未经同行评议。

“该研究主要依据临床流行病学统计数

据的结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尚需开展更大规

模的调查，尤其是开展相关的 O 型血人群自

然抗病毒机理研究，方可确证。”南方医科大

学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赵卫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赵卫表示，新冠病毒目前主要感染呼吸系

统，病毒血症水平相对较低，持续时间相对短，

血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病情进展，需要予

以更细致的研究，方可明晰对防治工作的意义。

“通常所说的血型指的是 ABO 血型，根

据红细胞膜上是否存在抗原 A 与抗原 B 而将

血液分成 4 种血型。不同血型的人血清中含

有不同的抗体，但不含有对抗自身红细胞抗

原的抗体。如 A 型血含有抗 B抗体，B型血含

有抗 A 抗体。红细胞本身失去了分裂能力，

不含有病毒复制过程中所需要的核酸和蛋白

合成系统，因此，对病毒不易感。”赵卫解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

心主任邢卉春也认为，要判断不同血型（这里

指的是 ABO血型系统）对某一疾病是否易感，

必须是在同样暴露的情况下，即同样接触了传

染源，暴露的时间也相同，而且都没有针对该

疾病的抗体或其他保护措施，这样比较才能得

出之间的差异。如艾滋病病毒，病毒在侵入人

体的时候，必须要有 CCR5的趋化因子受体，

如果该受体缺乏，病毒是感染不上的。

“目前报道的这种现象是伴随情况，还是

真有相关性？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邢卉

春强调，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证据来证实。

在报道中，研究者还发现，与非 O 型血型

医院工作人员相比，O 型血型医院工作人员

被感染的机会更低。

对此，赵卫表示，从文中看抗 A 抗体是主

要讨论的与血型相关的机制方面的因素。但

B 型血和 O 型血中均有抗 A 抗体，两个血型

间易感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A 型血和 AB

型血均没有抗 A 抗体，二者易感性差异的原

因何在？都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比如，可

以进一步开展不同血型人群病毒血症期血中

病毒水平的差异，对血中可能感染细胞情况

开展研究，或者开展抗 A 抗体对新冠病毒感

染的抑制实验，来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赵卫认为，这一研究尚属初期的研究结果，

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对防治工作的影响尚难以进

行科学评估。 （科技日报北京3月18日电）

A型血人群更易感新冠病毒？专家：科学依据尚不充分
本报记者 付丽丽

（上接第一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

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

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限度。要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

恢复。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要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除湖北、北京

以外，对于省内仍有中风险县区的省份，要

做好精准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

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

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要提高复

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原

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

通“堵点”、补上“断点”。要做好法律服务

等工作，及时化解合同履约、企业债务、劳

资关系等纠纷。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

判分析，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要

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在落实防疫

措施前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保持

国际供应链畅通，创新招商引资、展会服务

模式，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总理 1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对“互联网+”、平台

经济等加大支持，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依

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

云，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

发展共享用工平台。

当今世界，以信息化、数字化产业发展

水平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

烈，信息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着

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数字经

济发展时代，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抓住数字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机遇，首

先就要让数字经济的根本内涵和重要性在

全社会形成共识。从根本上讲，数字经济

是数字化、数字驱动的经济，是信息社会驱

动的主要经济形态，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

业态，也是新动能和新理念。当前和今后，

数字经济的理念和生产方式应被应用到各

个领域，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

要求。2007 年，我国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

主要是传统产业。到 2017 年，互联网企业

已经在前十名中占了 7 席。可见，数字经

济正在引领经济发展并带来经济发展的巨

大变化。互联网时代中，数字改变世界已

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过去 20 年是数字

经济从诞生到成长的懵懂过程，那么当数

字经济新业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

动力的今天，就需要我们认清本质、抓住机

遇、主动出击，构建好这一全新业态。

构建数字经济新业态，需要以政策和

制度为核心的宏观谋划指导作为发力点。

构建一种全新的业态，就是走出一条新路，

要想走好一条新的道路，路标和指示必不

可少。只有相关制度的创新紧跟数字时代

的步伐，我们才能紧抓机遇，特别是各地政

府，要细化和认真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数

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和制度，抓紧推进相

关配套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完善。在具体工

作中，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当前，更要站在顺

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趋势和

产业浪潮的战略高度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

设计。例如，大力发展 5G、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数字经济服

务水平，强化数字经济人才支撑，鼓励和激

发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层出不穷等。

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健康快速发

展，要抓好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嫁接的“手

术刀”，将二者的碰撞变为融合。疫情防控

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

应用实践和应用效果有目共睹，也更加强

烈地释放出了“必须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新

业态”的信号。对此，产业调控这只大手必

须抓好“融合”这把手术刀，在“云端”和传

统产业之间灵活调控、游刃有余，这种融合

应该包括生产方式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

合、竞争规则融合以及产业融合；通过融合

真正做到让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让数字技术为创新驱动提供强大动力，让

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加速器，带动和

催生产业形态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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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18日电（记者瞿剑）
中国海油18日宣布，我国最大海上油田——

渤海油田油气勘探又获大发现：位于渤海莱

州湾北部的垦利6-1-3井，共钻遇约20米厚

油层，测试单井原油年产量可达40余万桶。

这是莱州湾北部地区首个大型油田。

中国海油介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开始，莱州湾北部地区历经 40余年多轮勘

探，效果均不理想，所发现储量规模小、分

布不集中，无法建立有效产能。

2019 年，中国海油启动增储上产“七

年行动计划”，以非常规理论和技术在各海

域持续寻找大中型油气田，在国内海域取

得了 10 余个新发现。科研人员不断创新

勘探思路，最终摸清了莱州湾北部油气藏

的富集规律和勘探方向。经证实，垦利

6-1油田储量规模大、油品性质好、测试产

能高；发现井垦利 6-1-3共钻遇约 20米厚

油层，完钻井深 1596 米。该发现不仅打破

了该区域 40余年无商业油气发现局面，更

展示出渤海南部区域巨大的勘探前景，为

渤海油田持续绿色稳产 10年、上产 4000万

吨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海油表示，在此发现基础上，将继

续推动渤中 19-6 试验区以及我国首个自

营整装深水油田流花 16-2 等 8 个新项目

顺利投产，努力在更复杂油气层、更深海域

取得更多新突破。

我国渤海再获重要油气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8日电 （记者李
禾）18 日，受较强西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

中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北

京等地出现沙尘天气，PM10在短时间内达

到重污染。其中，鄂尔多斯市在 18 日 17

时，PM10 小时浓度峰值为 754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指数“爆表”。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表

示，受西北方向强冷空气影响，蒙古国南部

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分别出现沙尘，并

向东南部下游地区传输，途经之处 PM10浓

度显著升高。截至 3 月 18 日 18 时，内蒙古

中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北

京等地受到沙尘影响，鄂尔多斯、张家口、

榆林、朔州、北京等 10 个城市达 PM10 小时

重污染；鄂尔多斯市在 18 日 17 时出现了

PM10 小时浓度的峰值，754 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指数“爆表”。

国 家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攻 关 联 合 中 心

表 示 ，沙 尘 天 对 PM2.5 浓 度 影 响 相 对 较

小 ，上 述 地 区 的 PM2.5 小 时 浓 度 总 体 为

优—良水平。

据预测，18 日傍晚，沙尘前锋已经抵

达北京。18 日夜间起，京津冀区域大部城

市受沙尘影响，PM10小时浓度可达轻—中

度污染。由于沙尘持续时间较短，沙尘过

后空气质量将快速转好。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解释

说，公众感觉到沙尘天的大气能见度尚可，

与 PM2.5 重污染天的低大气能见度有较大

差异，这是由于不同粒径的颗粒物对太阳

光散射效应不同所导致的。也就是说，颗

粒物对光的散射能力与粒径有关，颗粒物

粒径与光的波长越接近，散射能力就越

强。而可见光的波长在 300—700 纳米之

间，与 PM2.5 的粒径较为接近。因此，当出

现 PM2.5 重污染时，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大

气能见度显著降低。在沙尘天时，空气中

以粒径为几个微米的 PM10为主，粗颗粒物

对可见光的散射能力比 PM2.5 弱几个数量

级，因此，大气能见度并没有与 PM2.5 同等

浓度时下降的程度大。

沙尘来袭 十城市PM10重污染

科技日报银川3月18日电（王迎霞）3月

18 日，宁夏银川市举行 2020 年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推进会，总投资 2104亿元的 405个项目集

中开工，年度计划投资 542 亿元，涵盖高端装

备制造、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领域。

推进会市级主会场设在银川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各县

（市）区及园区设置 11个分会场。伴随着一声

声机械轰鸣，银川经开区首批 33 个重点项目

全面开工。其中，年产 15GW 单晶硅棒及切

片、中轴小镇等 5个项目被列入到自治区级重

点项目，智能终端产业园、集成电路大硅片等

10个项目被列入到市级重点项目。

“特别感谢管委会在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

组织有序复工，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困难。我

们将继续加快建设进度，努力‘抢回’这一个月

时间所带来的损失。”隆基股份董事长助理胥

芃说。此次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年产 15GW 单晶硅棒和 15GW 硅片项目”总

投资 45 亿元，2 月 25 日复工建设，目前已进入

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4 月中下旬投产，全年产

值将突破 160亿元。

去年 11 月以来，银川市紧扣“一高三化”

目标要求，聚焦产业、产能、产品结构调整，精

准扩大有效投资，谋划首批储备项目 922 个，

总投资 309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55亿元。然

而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影响不小，加快

追赶的压力较大。为此，银川市把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出台了支持中小

企业共渡难关十条措施等一揽子政策，为项目

开工建设、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

银川405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104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