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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过艰苦努力，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

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湖北籍

务工人员返岗复工有序推进。

这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

些不和谐的现象。据媒体报

道，一些地方和企业限制湖北

籍员工复工，或者不录用湖北

籍员工；有的地方将执行“点

对点一站式”任务的湖北籍大

巴车，拒于城市大门外，等等。

虽然，这些做法只是少数

个 案 ，但 引 发 舆 论 的 巨 大 关

注，伤害了湖北人民的情感，

触碰了法律底线，需要及时加

以纠正。

作为疫情“重灾区”，湖北

人民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

巨大牺牲。“武汉加油”“湖北

加油”。抗“疫”最艰难时，全

国人民为湖北加油打气。湖

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有

1100 多 万 外 出 务 工 人 员 ，其

中，省外务工人员约 600 万。

如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员踏

上返岗复工的旅程，同样需要

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加油”。

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有一

些非常暖心的做法：

3 月 24 日，一趟从湖北开

出的复工专列抵达杭州余杭，

载着1291名湖北籍乘客。一出

站门，就是“余杭欢迎您”“五常

街道欢迎您”的横幅。

3 月 19 日晚，载有 551 名

湖北荆州务工人员的返岗专

列抵达广州南站，这是疫情发

生以来全国首趟从湖北始发

的返岗专列。广东省委书记、

省长到站迎接，看望慰问返岗

务工人员。

这 些 场 面 不 大 ，布 置 简

单，语言不华丽，却是此时最

有分量、最走心的欢迎仪式。

这些暖心的举动，让他们返岗

复工的路途更顺畅，心情更轻

松，步伐更矫健，是对“武汉加

油”“湖北加油”最有力的诠释。

其实，为湖北加油，善待返岗务工人员，正是坚定信心、科学

防治的生动体现。因为中央对疫情形势已经做出明确判断，以

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要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已经可以实现“健康码”一码通行，实现了基础数据库的统一互

认。这些都是有序推进湖北籍务工人员返岗复工的底气所在。

困难时期，响彻全国的“武汉加油”“湖北加油”，成为最有温

度的语言，激励了湖北人民与疫情做斗争的勇气与决心，为战胜

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现在众多湖北籍务工人员返岗复

工，社会上同样需要“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不仅要大声喊，更

要在心里善待返岗复工人员，为他们多亮“绿灯”，让他们真切感

受到“湖北加油”并不是口号，而是真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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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往返禄口机场和城区的张先生最近发现，

在机场高速公路上他新买的 5G手机全程信号满格

不说，地图导航用起来也更顺畅。不止南京，全国

不少城市实现了主城区 5G基本连续覆盖。

3 月 24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

的通知，特别提出支持基础电信企业以 5G 独立组

网为目标加快推进主要城市的网络建设。加快推

动 5G网络建设，能有效地对冲疫情影响、稳定经济

增长、引领新型基础建设，从而促进 5G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提前布局，各地 5G 建设
加速实施

时速 300公里的广深港高铁列车上，旅客正在

毫不费力地观看高清、流畅的视频直播，这得益于

5G 信号基站的加持。“广东预计将在今年三季度末

完成 5万座 5G基站建设，力争全年建设 6万座。珠

三角九市乡镇和粤东西北地区县城实现 5G网络覆

盖，覆盖全省 90%以上的人口。”广东省通信管理局

局长苏少林说。

山东则确保 120 亿元 5G 建设资金到位，目标

是 2020年实现设区市城区有重点应用需求的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在全国率先实现 5G 规模商用；

到 2023 年，实现县级以上城区 5G 网络连续覆盖，

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5G 行业应用、产业

融合发展居全国前列。

根据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 5G 发展的实施意

见》，到 2022 年底，天津将建设 5G 基站 4 万个，5G

示范应用场景超过 100 个，并打造 10 家以上 5G 产

业链核心企业，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 1000 亿元以

上，还要建设全国重要的 5G 核心元器件行业创新

聚集地，成为 5G产业发展先进地区。

疫情防控，5G大显身手

在疫情防控方面，5G 助力作用明显。广东省

人民医院门诊入口紧急加设“5G 红外测温”设备，

可同时侦测视野内多人体温，实时成像，超标立

即报警。深圳联通打造的 5G 居家隔离监控管理

系统是防控人员的“千里眼顺风耳”，可实现监控

对象异动报警、图像实时回传、存储和分析及云

呼叫等功能。

重庆市通信企业紧急在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等 49家定点医院开通 5G基站 62个，完成院区

5G 深入覆盖，利用 5G 技术推出远程医疗、智能医

护机器人、热成像体温检测、无人消毒等新应用，为

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

在苏州的大街小巷，5G 急救车为抢救生命来

回奔波。借助 5G CPE 转换的高速 5G WiFi 网络

信号，急救车内搭载的高清视频监控设备可将车内

高清音视频、患者体征等数据实时回传至院内专家

所佩戴的 AR 眼镜上。专家还可根据回传信息同

步指导随车急救人员对患者开展紧急预处理，实现

院外急救人员与院内医护团队“零时差”配合。

引领新基建，5G 赋能多
个新兴领域

在工业、交通、服务等领域，5G 应用场景显示

出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的支撑能力和投

资拉动作用。在山东黄金矿业（莱西）有限公司，运

矿电机车正忙于井下 500米作业。一年前，这家公

司还难以解决井下电机车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中出

现的信号卡顿现象，现在已经成功实现井下 500米

中段 5G 网络全覆盖。这是国内首次实现 5G 在矿

业井下作业场景的应用。

在 5G+工业互联网领域，海尔洗衣机天津互

联工厂将 5G、NB-IoT、云计算等当前最新的信息

通信技术与实际生产及管理相结合，实现了工厂生

产质量检测、生产安全监控、仓储物流、设备监控等

十余项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天津市工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海尔互联网工厂把 5G应用于工业互联

网中，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

升的同时，还降低了成本。”

在重庆，5G 生活已经多种多样。截至今年 2

月，5G 用户达 67.5万户，较上月新增近 30万户，5G

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礼嘉智慧生态城、渝北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等 5G应用示范区，基于 5G的 AR/

VR、智能网联汽车等应用已经让市民触手可及。

未受疫情影响 各地5G建设加速跑
陈 曦 金 凤
本报记者 叶 青 雍 黎 王延斌

5G 建设正快马加鞭。3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宣布，去年底我国 5G 基站已建设 13 万个，今年

还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疫情期间，新建的 4G

和 5G 基站超过 6.3 万个。5G 基站越来越广泛、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为超快速度、超高带宽、超低延

时的 5G技术迅速落地埋下基础。

不仅是基站建设，疫情期间 5G 应用也牛刀小

试，正在多领域不断落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通

过“5G远程 CT协作平台”，共同参与雷神山医院的

诊疗；上班族、学生们使用 5G 远程办公、远程教育

软件在家办公和上课，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学两

不误；5G 技术把整个工业系统运用互联网连接起

来，使工业生产智能、便捷，效率大幅度提升。

5G 发展可以看作是一次前瞻性的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如同高标准地打造一条信息超高速公路，

它可以为万物互联提供基础性的支撑，将为未来的

创新提供新的、更高层次的平台，为新技术、新应用

提供巨大而真实的实验环境，更快、更好、更便捷的

5G 技术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将改变消费体

验和生产方式。

5G 是一个起点，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

对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放眼后疫情时代，作为

关键新型基础设施，5G 不仅在支撑、助力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也将在稳投资、

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带来

波澜壮阔的全新产业图景。

更快更强，5G 未来已来

陈 曦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3 月 28

日，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关闭的国内首家啤

酒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恢复开

放。据介绍，重新开放期间，青岛啤酒博

物馆在做好公共空间消毒措施的同时，青

岛啤酒博物馆内每小时接待总量不超过

200 人次，并通过大数据防控预警，保障

游客安心参观体验。

左图 3月 28日，游客在青岛啤酒博
物馆参观了解青岛啤酒研发、生产等发展
过程。

下图 3月 28日，青岛啤酒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为游客呈上各种口味的啤酒。

王海滨摄

青岛啤酒博物馆
恢复开放

3 月 29 日 16 时，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召开第 59 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并

答记者问。

湖北医疗废物、医疗废水
处理处置稳定有序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吕文艳介绍，目前，全

省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平稳有序，未发生

影响环境安全情况。

医疗废物及时处置。全省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从疫情发生前的每天 180 吨增长到每天 667.4 吨，

武汉处置能力由每天的 50 吨提升到每天 265.6

吨。武汉前期积压暂存的医疗废物，已于 3 月 2 日

实现清零，并与各市州一样持续保持日产日清。

医疗废水稳定处理。全省收治肺炎患者的定

点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医疗废水均采取了消毒措

施，接收定点医院废水的 132家城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设施均正常运行。

生态环境总体安全。全省水质状况总体与去

年同期持平，水源地的水质未受到疫情影响。

全国310名技术骨干增援
湖北医疗废物处置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瑞勤介绍，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广东、江苏、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等 40多家企业和单位向湖北省生态环境系统捐赠

了大批防疫物资和医废处置设备。

目前，共接收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备 32台、医

疗废物转运车 68 辆、医疗污水处置设备 5 台、医疗

废物周转箱（桶）18080 只、口罩 13.73 万个、防护服

3.6 万套、防护帽 5.6 万个、手套 9.8 万双、鞋套 10.1

万双，极大缓解了防护物资短缺的压力。

李瑞勤说，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中节能等 25家公司派出 310名技术骨干，驰援武汉

等重点城市。其中，援汉队伍 15 支，共计 254 人为

湖北医疗废物处置实现“日产日清”作出巨大贡

献，他们是阻隔病毒最后一道防线的幕后英雄。

147个县级以上水源地水
质全部满足饮用水要求

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监察专员蒋茂芳介绍，

为确保疫情期间群众饮水安全，环境部门从强化

风险源管控、集中式水源地应急管护、水源应急监

测 3个方面来保障。

湖北各地对涉疫污水进行消杀处理，各类涉

疫污水基本实现 100%消毒处理。各级环境部门对

全省 147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全覆盖地开展

现场应急检查，持续对武汉市县级以上水源地开

展压茬式现场巡查督导，直至疫情结束。

目前，全省 147个县级以上水源地水质全部达

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满足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

武汉定点医疗机构周边
环境未出现异常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监测处处长张文漫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加强了对敏感区污染排放监

测。组织全省检测系统对定点医院、医疗机构、方

舱医院、隔离点的废水排放，已累计开展 5100余次

抽测，已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累计开展 1200

余次抽测。

武汉还在火神山、雷神山等定点医疗机构周

边部署临时性空气自动监测点位，对医疗机构周

边空气质量进行精确预警，对邻近定点医疗机构

地表水开展水质抽测，利用移动车载设备对部分

定点医疗机构周边空气质量进行走航监测。

数据显示，抽测的定点医疗机构中总排口出

水余氯浓度，基本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均达标排

放，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周边环境未出现异常。

湖北全省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吴 岩 本报记者 刘志伟

科技日报扬州3月29日电 （陆秀宏 余磊 记

者过国忠）年产 500 吨的熔喷布生产线，3 月 29 日

在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投产。这是继燕山石化之后，

我国建成的又一个大规模熔喷布生产基地，项目国

产化率达 95%以上，建设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 18

天完成。

据介绍，熔喷布是口罩的“心脏”，用于医用口

罩中间的过滤层，具有很好的过滤性、阻隔性、保温

性和吸附性。疫情发生后，为保障熔喷布价格稳定

和口罩产品供应，作为国内最大的医卫原料供应

商，中国石化两次扩建，迅速建设 16条熔喷布生产

线，其中燕山石化 4条、仪征化纤 12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仪征化纤的熔喷布项目由

中国石化与国机恒天携手建设，共涉及 22类设备，

除紧急采购的 1台进口风机外，从核心设备熔喷头

到普通螺栓、配件全部为国内紧急制造，国产化率

达 95%以上。同时，为将常规需一年的工期缩短至

35 天，仪征化纤打破常规，边设计、边采购、边制

造、边施工、边生产准备，各项工作日夜兼程，跑出

了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目前，仪征化纤第 2条熔喷布生产线正在联动

试车，计划 4 月初投产。一期 8 条生产线有望 4 月

底全部建成投产，二期 4 条线 5 月底建成投产。12

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每天可以生产 12 吨 N95 熔

喷布，或 18吨医用平面口罩原料，可助力每天增产

一次性医用口罩 1800万只。

此前，燕山石化熔喷无纺布项目一期 2条生产

线已于 3月 6日提前投产，产能为每天 6吨，目前生

产负荷率高达 116%，截至 3 月 28 日累计生产销售

熔喷布 121.6吨，助力增产口罩 1.2亿只。二期 2条

生产线将于 4月份建成投产，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

阶段。4 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每天可以生产 8 吨

N95熔喷布或 12吨医用平面口罩原料。

据了解，中国石化16条生产线5月全部投产后，

预计年产能可超万吨，可加工一次性医用口罩 100

多亿只，将为全球防疫抗疫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国产化率95%以上 年产500吨熔喷布生产线投产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程振伟 记者江耘）近日，在浙江青田

县新冠肺炎医学隔离点，为隔离人员检测体温的工作已由一款

智能腕表代劳。据了解，这项应用成果以智能腕表为硬件，结合

服务器系统平台的软件与腕表上集成传感器所监测到的体温、

血压、血氧、定位等体征和信息，可对新冠医学隔离点隔离人员

进行初步筛查，相比体温计、热成像设备的“即时片段测温”，还

可全天候持续测温。

“丽水市青田县是侨乡，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做生

意的人达数十万，最近因为欧洲新冠疫情暴发，青田人如果回国

首先要接受医学隔离。这款智能腕表的监测系统，大大缓解了

我们的防控压力。”青田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曾永告诉记者，3 月

17日正式投入使用后，所有佩戴上这款腕表的隔离人员的真实

体温，当地疾控人员都能随时掌握。

“手腕温度与人体的真实体温不完全吻合，基于腕表远程智

能测体温，需要把地理位置、时间、气候、周边温度等多种因素都

考虑进去，温度补偿算法涉及的运算蛮复杂的。”腕表主要研发

人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孙文胜副教授告诉记者，

从春节前开始，“远程测体温的智能腕表系统”的研发持续一个

多月，解决手腕表面温度和人体真实体温之间的温度补偿算法

等问题，还申请了“一种用于动态医学观察与隔离管理的智能系

统及方法”等多项应用专利。

在青田县罗曼酒店，70 多名从欧洲回国接受隔离的人员，

已佩戴了这款智能腕表。他们的相关体征信息，都能按指定时

间间隔上传到指定的服务器系统后台上。只要打开平台刷新，

体温信息随时掌握并即时干预，意味着医护人员被潜在交叉感

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4小时远程监测体温
隔离检测可由智能腕表代劳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