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种的近600亩小麦收完了，平均亩产达到

550公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河北省石家庄市

藁城区的种粮大户韩新波，心里乐开了花。夏粮丰

收，为粮食安全、端牢饭碗又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

收获冬小麦 3.05 亿亩，大规模小麦机收基本结

束，机收率达 97%，全国夏粮收获已到九成。据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今年

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提高，丰收已成定局。

在全国小麦主产区，各地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一派忙碌景象，展现出端稳“中国饭碗”的“底

气”，在金色的丰收画卷背后，是农业科技的“硬

核”支撑。

育种技术保障夏粮丰收

“我种的新麦 26，亩产至少在 600 公斤以

上。”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的林华明脸上挂满

了丰收的喜悦。

新麦 26属于超强筋小麦品种，凭借抗倒伏、

耐后期高温、灌浆速度快、优质高产等一系列优

点圈粉无数，不但受到农民的青睐，更得到粮食

收购企业的追捧。

除新麦 26 外，今年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还公布了济麦 44、师栾 02-1和济麦 229等 3个超

强筋品种。超强筋小麦可代替进口小麦。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肖世和

说：“我国小麦生产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近

20 年平均单产增幅全球领先，育种贡献巨大，

2003年以来，小麦种植面积增长不到 8%，单产增

长了约 43%，总产增长了 54.7%，单产提高对总产

增加的贡献率达 84%。”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今年小麦收成

好，有 3个提高：一是单产提高，预计亩产平均可

以提高 4公斤；二是品质提高，籽粒饱满，一二等

麦明显增多；三是专用麦比例提高，强筋弱筋小

麦占比较上年提高了 2.8个百分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叠加极端气候频发的

不利条件影响下，优良品种对保障夏粮丰收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云端”种地联袂线上指导

王伶俐是成都市崇州都市农业产业功能区

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着

合作社 3850亩土地。在冬小麦返青拔苗的关键

阶段，查苗情、查病情、查虫情是她的主要任务。

手里一部智能手机，眼前一幅“田管图”，智

农 MAP成为王伶俐今年种地的新帮手。“疫情期

间，我在家里打开智农 MAP，就能看到整个大田

的情况，小麦长势一目了然。”她说。

越来越多农民开始尝试“云端”种地，而专家

也开始试水线上技术指导。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各地专家与基层农技员、家庭农场主、种麦大户

等共同建立微信群、QQ 信息沟通平台，及时了

解生产中的问题，提供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今年

2 月以来，为保证对小麦生产的技术指导不中

断，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制作了 70 多个培训

课件、短视频节目，在各类媒体播出，宣传小麦中

后期管理技术。

此外，重大病虫害精准预报也为夏粮丰收保

驾护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康振生院士带领国

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条锈病防控团队，及时掌握

条锈病发生动态，给农业主管部门提供防治建

议。“要不是收到小麦条锈病预警信息，我还不知

道今年条锈病发生得这么早。”湖北荆州沙斑桥

村的小麦种植户周坤云说，他承包的 230亩地中

有 5亩麦田已出现较大面积病情，其余麦田也有

零星染病现象，好在进行了及时防控，未造成大

的损失。

织就高效科技支撑网

如今，以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93 个团队

为核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从品种推

荐、播种技术、病虫草害防除、水肥管理、收获贮

藏及加工等方面提升小麦丰产能力和品质，为保

障夏粮丰收织就了高效有力的科技支撑网。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建设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涵盖了小麦、水稻、生猪、蔬菜等

50 个农产品，稳定支持了一支全领域覆盖、全

天候支撑、全身心投入的产业科技队伍，已成

为保障现代农业发展的最直接可靠的战略科技

支撑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为依托，打造一批科技引领的示范县、

示范村镇，建设 100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大力推动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生产

生态协调，确保高产基础上的优质、绿色、环保，

为高质量的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支

撑。”廖西元说。

科技支撑夏粮丰收，“中国饭碗”端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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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儿 童“ 毒 地 垫 ”问 题 并 非 最 近 才 出 现 。

2015年，江苏省质监局发布的儿童安全地垫产

品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显示，120 款儿童地

垫中，超过四成样品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指标存

在安全隐患，其中就包括甲酰胺含量超出限量

值的问题。

2018年，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网公布 15 批次儿童地垫产品质量风险监测情

况，有 7 批次产品甲酰胺检测结果超过参考标

准限值。

“被曝出的甲酰胺，也叫氨基甲醛，是一种

有机溶剂。它和甲醛一样，有一个很缓慢很长

期的挥发释放过程。”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

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依据欧盟相关法规，甲酰胺被归为生殖毒

性物质，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对甲

酰胺的研究证实，甲酰胺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

道及皮肤黏膜吸收进入体内，严重者甚至还会

诱发白血病。动物试验表明，过量的甲酰胺可

损伤动物神经系统、血管系统和肝脏，降低动物

生殖能力及幼仔成活率。此外，甲酰胺遇到高

温还会释放出氨气，过量的氨气会对眼睛和皮

肤黏膜造成伤害。为此，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已

经把甲酰胺列入需要高度关注的物质清单中。

彭应登说，儿童地垫除了在家庭里使用

外，还在幼儿园、游乐场等场所广泛使用。孩

子在地垫上爬行、翻滚、玩耍等，不仅皮肤直接

接触到地垫，而且其口鼻离地垫很近，特别是

低年龄的孩子，还可能会去舔、咬垫子，因此，

甲酰胺超标的儿童地垫其健康危害不容小

觑。像地垫这样含有有机溶剂的产品，更多应

该在室外使用。室外空旷，甲酰胺等挥发扩散

快，能降低健康危害；室内空间小，封闭性强，

即使开窗通风，甲酰胺依然会累积，浓度会上

升，“要有限制地使用”。

甲酰胺对儿童的伤害不可逆

在柔软厚实的垫子上玩耍不易磕碰，加上

清洗简单收纳方便，使得儿童地垫的使用在日

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据报道，有媒体记者购买

了 10款儿童地垫，送第三方检测机构参考相关

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团体标准进行检测后发现，

其中 6 款产品甲酰胺超标，超标最多的高达 17

倍。而且，这些“毒地垫”无一例外打着环保名

义售卖，多是热销产品。

从有毒塑胶跑道到甲酰胺超标的地垫，关

乎孩子健康安全的每个产品，都牵动着广大家

长的心。甲酰胺超标对人体有什么危害？为

何会出现在地垫里？如何让儿童远离这些不

合格产品的伤害？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目前，市场上的儿童地垫主要有拼接款、

整体款两种，主要材质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EVA）、聚乙烯（PE），PE 还包括物理发泡聚

乙烯（EPE）、化学交联聚乙烯发泡材料（XPE）

等材质。

曾在浙江检验检疫局实验室从事产品检

测工作 10 年的魏文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甲

酰胺是在地垫的生产制作工艺中产生的。在

生产的发泡环节，使用的偶氮二甲酰胺（AC）

发泡剂在高温条件下会分解重组，然后生成

甲酰胺。

目前，儿童地垫产品遵循的是国家玩具检

测标准，但在该标准里，没有强制要求检测甲

酰胺。一些生产企业就大量使用发泡剂，添加

量越多、发泡越多、地垫就越轻，还能增加产品

的柔韧性，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但是同时，残留

的甲酰胺含量也会相应地增多。

魏文锋提示说，EVA、PE 等地垫生产原料

是安全的，只是在后续发泡过程中加入了发泡

剂，导致甲酰胺的大量存在。而 XPE 等 PE 材

质地垫，在发泡过程中基本用丁烷替代了偶氮

二甲酰胺发泡剂。因此，甲酰胺超标的，大多

是 EVA材质的。

从价格上看，甲酰胺超标的地垫平均价格

较低，大部分售价不到 50 元，最便宜的 9.9 元

10 片包邮。甲酰胺含量符合标准的 4 款地垫，

价格多在 200 元以上。最便宜的一款合规地

垫，售价为 99元 6片。

降低甲酰胺须改变生产工艺和原料

打着环保旗号却甲酰胺超标打着环保旗号却甲酰胺超标
儿童地垫要软但标准要硬儿童地垫要软但标准要硬

本报记者 李 禾

2018 年，深圳市制定实施了《儿童塑胶地

垫化学安全技术要求》。同年，中国玩具和婴

童用品协会发布了国内首个儿童地垫安全团

体标准《儿童地垫安全要求》，要求甲酰胺不得

超过 200 毫克/公斤。这些标准虽然对甲酰胺

的含量限值做出要求，但并非是强制执行的，

而且适用范围有一定局限性。

为了减少甲酰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法国等

对甲酰胺的限值做出了强制要求。魏文锋说：

“目前，在儿童玩具、日用消费品等产品的化学安

全标准方面，国内与国际还存在一定差距。”

魏文锋表示，现在，消费者、媒体等都自发

关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在儿童产品中的限量

要求，反映了消费者自保意识的觉醒。不过，

国家出台一个标准需要较长时间，多方面的考

虑，与其观望，消费者还不如积极行动起来，增

强安全意识，让劣质地垫没有市场。

彭应登说，儿童正处于发育期，而甲酰胺

会长期挥发释放，不合格的地垫等产品对儿童

健康影响较大，应尽快把团体标准转变为强制

标准，这样监管和执法才能有理有据。除了制

定强制标准外，还应尽快研发更符合健康要求

的替代品。

“电商平台应该提高儿童地垫产品的安全

性门槛。”环保组织无毒先锋学术主任毛达博

士说，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儿童地垫产品，平

台应对生产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并公布产品的

材质信息、检测数据等，在网购过程中，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

无毒先锋 曾 在 电 商 平 台 购 买 小 黄 鸭 玩

具，并将样品送往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检测，结果发现以小黄鸭为代表的塑胶玩

具存在严重的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含量超标

情况，超出国标限值 153 倍。而在电商平台

上，“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3C 认证信息的网

页公开率仅 50%。

2018 年 12 月，儿童地垫产品已经纳入了

国家强制 3C 认证范围，也就是说，没有 3C

认 证 的 儿 童 地 垫 是 不 允 许 在 市 场 销 售 的 。

毛达提醒说，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地垫时，要

确认产品外包上是否有 3C 认证标识，注意

分辨。

多位专家均建议，在购买儿童地垫前或收

到货的时候，消费者应注意其是否存在刺激性

气味。如果打开外包装的产品有刺鼻的味道，

可能就是甲酰胺超标，不建议购买。

多方发力共解“毒地垫”之忧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新华社记者 吴帅帅 张 璇

近日，爱奇艺在“超前点播案”败诉后，又被指“侵犯隐私”：在案件庭

审中提交了原告用户吴先生的观影记录，被当事人公开质疑。

观影记录、打车轨迹、搜索记录、购物清单……人们在网络空间的活

动越来越频繁，每一次屏幕停留、指尖操作，都会被存储为数据形态的“痕

迹”。浩如烟海的“网络痕迹”关系用户个人隐私，究竟该如何保护？

个性化推送背后是“数字脚印”的收集分析

“他们在庭审中把我的观影记录拿出来了，近百页，感觉隐私被侵

犯。”原告吴先生近日在其个人微博平台发文质疑。

对此，爱奇艺官方微博回应称，在“超前点播”一案中提交的所有信

息，都是根据相关法规和诉讼需要，并且申请了不公开质证，以确保信息

不会流向第三方。

记者联系到本案当事人吴先生。他认为，平台在收集、查看、使用个

人信息上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如果没有公安机关、法院的调查令，也没有

我的同意，这就是侵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个人观影记

录是公民个人信息，包含个人喜好、行动信息、行为轨迹等，能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征得该自然人或其监护人同意。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有同样的被侵权经历。杭州市民陈女

士表示，自己曾在某婚恋平台上浏览过，随后就收到了不同平台、机构的

推销短信。让陈女士无法释怀的是只因自己“浏览”过这一动作，就变成

一些企业精准营销的对象。

记者查阅各大投诉平台，发现不少用户质疑一些网络平台收集“网络

痕迹”进行个性推送。部分用户投诉显示，在婚恋、借贷等平台上，只要有

浏览记录，很快就会收到推销电话。

2019 年曾有科技自媒体针对某新闻 App 做过测试，发现个性化推送

背后，可能是对包括用户订阅频道、标签等应用内数据，以及用户通过社

交账号登录、用户浏览器书签等应用外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过度收集“网络痕迹”涉嫌侵权

“网络痕迹”又被称为“数字脚印”，指的是用户在互联网空间活动后

留下的行为记录，既有公开的帖文、状态等，也有被本地或云端服务器记

录的数据。与个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不同，很多“网络痕迹”会

被收集进行商业利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些互联网大企业较为规范的通行做法是，

将信息脱敏后分发给人工智能算法，最后形成用户的偏好分析，达到精准

推送的商业目的。

记者查阅多个流行 App 的用户隐私协议相关条款发现，几乎无一例

外都提及将对收集的部分信息进行商业利用，多数情况用于用户个性化

服务、推送信息、广告等。从协议授权到商业利用，使用用户“网络痕迹”

的过程存在侵权之嫌和安全风险。

——不同意就别用，App 隐私协议成为霸王条款。不少用户有过这

样的体验，新下载的 App不授权即等于不可用，授权收集信息成了前置条

件。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一些 App 的开发商，直接将用户授权其收集、

查看、使用所有在 App上的行为记录作为正常使用 App的前置条件，有霸

王条款之嫌。

——二次转移，“网络痕迹”面临多元共享。“为何我在这个平台浏览

的痕迹会成为另外一个平台的推送线索？”细读一些平台的隐私协议不难

发现，部分平台规定用户行为数据可以进行有条件共享和传输。网络安

全技术专家徐超认为，被共享的数据到底用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被妥善保

管，这些问题没有明确标准，可能存在过度收集、二次转手、服务器被攻击

等风险。

——个人行为数据有商业价值，用户却没有财产权益。北京盈科（杭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海滨认为，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约定网络账号用户仅

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但平台账号的使用权也可被视为虚拟财产。随着

行为数据使用量的增加，行为数据会越来越具有价值。

如何规制“掌管钥匙的人”

甘海滨认为，网络平台是“掌管钥匙的人”，用户隐私权相关条文都有

利于公司商业使用，必须明确互联网企业商业使用和数据保护的边界。

高艳东认为，数据收集主体只要有商业用途的，一定要遵循正当、合

法、必要、同意四大原则，收集信息的范围等应恪守最低限度。

针对用户“网络痕迹”，高艳东建议，可以将数据分类保护和管理。一

是严格保护敏感“痕迹”，例如行踪轨迹等信息；二是协商使用一般信息，用

户同意授权，经去标识化处理后，平台可以据此提供个性化推送和服务。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现实中，由于用户个人难以举证等原因，面对

平台、开发者过度收集、使用“网络痕迹”行为维权困难，应加快推动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专门立法。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企业应自觉规范信息安全保护，对信息做必要的

脱敏、加密等技术处理，特别是在数据传输、共享过程中利用“同态加密”

等技术，对用户“网络痕迹”妥善保护。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技术监督手

段，查处“手拿钥匙”的平台滥用数据信息等违法行为。

被收集、被共享、被利用……

谁动了我的“网络痕迹”？

“降低产品中的甲酰胺并非做不到，而是

需要改进原本比较粗放的生产工艺，花更多时

间进行烘干等。这样一来，必然会增加一定的

生产成本。”彭应登说。

有厂家表示，造成甲酰胺超标的另一个原

因是回收材料的反复使用。原生料与回收料价

格相差一大半，有的厂家为了控制成本会使用

回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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