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正式印发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科幻电影创

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 10 个

方面提出具体扶持引导措施，被誉为“科幻十

条”。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科幻十条”的落

地，中国科幻电影甚至整个科幻产业都将迎来

“春天”。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认为，“科幻十条”无疑

将全方位促进科幻影视及上游创作，但中国科幻

电影要想真正进入“春天”，在政策支持之外，还

有很多关卡需要迈过。

创作源泉将“活”起来

近年来，我国科幻文学的进步，带动了我国

科幻电影的发展。2019 年，以刘慈欣小说改编

的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呈现出成熟、厚重的质

感，让世界对中国科幻电影刮目相看。

著名科幻作家、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

任韩松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科幻电影产业目前

要做的是怎么把这个利好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

包括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特效、投资者在内

的广大电影工作者，甚至是观众等在各个方面进

行突破，《意见》的出台无疑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推

动力。

”《意见》虽然以影视作品为主，但是影视作

品也是从上游的小说、漫画等改编来的，所以对

上游作品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上海交通大学

讲席教授江晓原接受采访时说。

江晓原表示，国内的科幻小说创作也相当繁

荣，虽然在畅销上与《三体》比还差得很远，但每年

有不少作品问世，而且其中有些作品水平相当高，

《意见》的出台让这些作品更有机会改编成影视作

品，对上游的促进作用无疑非常明显。“随着《意

见》的逐步落地，资金、人力、编剧、导演等方面的

投入肯定都会加大，必然会有更多人的参与进来，

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科幻影片将与公众见面。”

思想性应放在第一位

小说《三体》和电影《流浪地球》的成功，在中

国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史上有标志性意义，说是

里程碑也不为过，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的科幻电影

整体上有多优秀，相反在我国科幻文学已百花齐

放的当下，科幻电影产业却依旧存在短板。

江晓原认为，不论是在特效还是在技术等方

面，我们跟国外大量优秀科幻电影相比还有明显

的差距。“但这个短板不全体现在技术上，而更多

的是体现对影片构思、思想性的追求上，这是我

们与西方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我一直强调要把科

幻作品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美国是科幻电影的大国，但也经历了很长时

间的发展才到了如今的阶段。科幻电影在世界

电影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经历了一

个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韩松表示，我们应该研究科幻电影对公众的

吸引力到底在什么地方，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应

该多多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原本，科幻电影的

魅力在于，其天生就有一种全人类共同语言的特

点，内容上反映的也大多是全人类的命运。所

以，我们要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科幻电影。”

科学审美仍然是短板

业内有关专家认为，科幻电影有它特有的科

幻思维，就像其他类型的电影一样，需要一种特

殊的表现方式和一些审美方式，这需要产业界认

真琢磨和研究，不是说投资方往里面砸一些钱就

能拍出经典的科幻电影。

韩松表示，对于科幻电影而言，科学应是其

最大的审美，这个也正是当前中国科幻电影最缺

的。“目前，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还普遍较低，就

需要大家首先提升科学的素养，尤其是编剧、导

演、制片人的科学素养，从而来发掘科幻本身的

这种审美，以科学来讲好科幻的故事，这是中国

科幻电影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同时，韩松强调，中国科幻电影目前面临的

问题，更多的是中国电影本身所面临的问题，包

括故事怎么编、思想性、人物以及表现力，这些都

是中国电影的通病。“科幻电影最关键的问题还

是解决对科学审美的感受力，还有那种无拘无束

的浪漫想象力。”

科幻不等同于科学

“对于业界关于《意见》发布后我国科幻电

影将迎来‘春天’的乐观态度，我更倾向于称其

为一股‘春风’，产业整体进入‘春天’还需业界

做出更多的努力。”韩松表示，政策的落地还需

时日，而即便在政策和技术都到位的前提之

下，要做好科幻电影，我们还需要思想和观念

上更加开放才成。

江晓原认为，科幻影视作品中《流浪地球》不

是唯一的模式，可以有很多的模式。近年来，国

产动漫制作水平也很高，其中也有很多带有幻想

色彩，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有人认为是神话，

但在西方人眼里科幻与魔幻的界线并不明确。

“这就启发我们要思想解放，做出好的、有正能量

的科幻作品。”

当然，这种思想的解放还表现在公众对科学

技术与科幻作品的认知上。

“科幻电影是一个技术和艺术高度结合的产

物，科幻电影既要有科学性，但也不能以科学来

进行太多的限制。”韩松认为，科幻电影更多的是

一个想象力的东西，它提供一个关于未来世界在

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一个想象，提供一个惊奇的世

界，甚至是一个以电影来展现的奇观，这就需要

人们解放思想去创造，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以一

种严格、严肃的科学理论为主导。

（来源：《科普时报》）

“科幻十条”发布引热议

我国科幻产业进入“春天”尚需多方努力

热点追踪

本报记者 李 禾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

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

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由于很多化工

产品是以混合物形式存在，并只在极个别厂家

生产，目前仍然很难精准确定世界上商业化的

化学品种类，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8版）》

就收录了 2828种。

当前，危险化学品管控是个全球性难题，

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事故频频发生。据

报道，5 月 7 日凌晨，位于印度南部的一座工厂

发生泄漏，泄漏的气体是苯乙烯，涉事工厂由

韩国 LG 化学旗下的 LG 聚合物运营。事故导

致至少 11 人死亡，超 5000 人出现呼吸困难、呕

吐等不适症状。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有关方面认为该泄漏

事故是由于气体储存技术缺陷造成的，工厂被

指存在“严重失误”，“管理不善”和“应急程序

全部崩溃”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因素。

无独有偶。2014 年 11 月 15 日凌晨，美国

杜邦公司位于休斯敦东南拉波特地区的工厂，

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造成 4 人死亡。杜邦公

司发言人伍兹证实，这是由于储存甲硫醇的存

储罐阀门失效，造成甲硫醇大量泄漏。

我国应急管理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化工行业产值已占到世界的 40%，居世界第

一位。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达 21 万家，

涉及 2800 多个种类，2018 年产值占全国 GDP

的 13.8%。

我国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已经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机制。2002年，国务院发布并

正式实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危险

化学品生产和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安全，危

险化学品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做

了明确规定。随后，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

进行了修订和修正。

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司司长孙广宇说，近年来，全国化工和危险

化学品事故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从 2006 年

最高的 577 起减少到 2019 年的 164 起，同比

下降了 71.6%。

我国危化品事故总体呈下降趋势

虽然我国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事故总体呈

下降趋势，不过孙广宇也强调，重特大事故时

有发生，特别是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暴露出我国化工和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仍存在一些漏洞短

板。其中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部分企业法制和风险意识淡薄，重效益

轻安全问题突出；从业人员素质能力与化工行

业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等。

应急管理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危险化

专业人才不足、重效益轻安全问题突出

为破解基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专业人

员不足、能力水平弱等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2019年初，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印发了《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重点县专家指导

服务工作的通知》，组织对全国 53 个危险化学

品重点县开展为期３年的专家指导服务。

截至目前，从央企、行业协会等抽调专家

1600 多人次，组成 20 个专家组，先后开展了三

轮指导服务。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开

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特别要

针对近年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

的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孙广宇说，通过今年5月10日至6月底开展

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专项督导检查，完成了

全国7687家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2326

处重大危险源的督导检查。共发现隐患 77164

项，其中一般、重大隐患分别为 75923 项、1241

项。目前，已整改隐患 54302项，整改率 70.4%；

其中整改重大隐患 984处，整改率 79.3%。未完

成整改的257项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联合监管工作机

制初步建立。”孙广宇说，全国各级消防救援和

危化监管机构并肩战斗，实行工作专办全过程

调度指挥。

闫伦江说，在欧美发达国家，物联网、云计

算等高新技术在安全产品、装备中广泛应用，

已形成一条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安全产业市场整体呈现专业化、规模

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的发展趋势。

危险化学品安全科技涉及多个基础学科，

包含众多复杂的科学问题。闫伦江说，《意见》

将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科技和信息化水平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应急管理部组建后，创建了

10 多个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科技创新相关的支

撑平台。“危险化学品企业未来将朝着智能工

厂发展，要提前布局面向智能工厂的安全管控

技术，研发基于物联网的安全动态信息感知、

传输和诊断分析技术，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

此次开展的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

查整治行动，涉及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市场

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坚持从源头抓起，

严格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项目的联合审批

和从严把关要求，科学合理布局危化品生产、

储存企业。

重大危险源联合监管机制初步建立

陈 杰 李 苹

守住危化品安全底线守住危化品安全底线
督导检查之外还要做什么督导检查之外还要做什么

当前我国化工事故总

量仍然较大，同产值化工

事故死亡人数为世界先进

国家的2—3倍。大量新工

艺新业态不断涌现，给化

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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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8 月 4 日 18 时，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港口发生严重爆炸事故，至少造成 158 人死

亡、6000 多人受伤，30 万民众无家可归。黎巴

嫩总理哈桑·迪亚卜表示，爆炸事件是由易燃

易爆品引燃约 2750吨硝酸铵所致，而这些硝酸

铵自 2014年起就已存放在港口仓库中，却从未

获得妥善处置。

黎巴嫩贝鲁特重大爆炸事件，再次给我们

敲响了危化品管控的警钟。

8 月 5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部署开展

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查整治。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是世界

化工大国，涉及危化品的港口、码头、仓库、堆

场和危化品运输车、运输船等大量存在，安全

风险不断增加。要以港口、码头、物流仓库、化

工园区等为重点，立即开展全国危化品储存安

全专项检查整治。

学品生产企业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中有

化工背景的仅约 30%，安全管理人员中有化工

背景的不到 50%，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院长

闫伦江说，我国中小型化工企业数量占化工企

业总数的 80%以上。多数中小型化工企业工

艺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手段不足，机械化、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不高，安全投入不到位。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高，信

息化监控和监管系统建设滞后，监管信息沟通

不畅，在发生事故后因信息不畅通导致应急救

援的科学性不足。

以往重大危化品安全事故也暴露出监管

信息不畅的问题，导致在救援时，救援人员不

清楚事故现场有哪些有毒有害物质，无法做出

有针对性的决策。

孙广宇说，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相比，我

国化工事故总量仍然较大，同产值化工事故死

亡人数为世界先进国家的 2—3 倍。当前大量

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给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6 月 13 日，浙江温岭市发生了 G15 沈海高

速槽罐车爆炸事故，这是在液化石油气运输过

程中发生的。“我国是危险品生产和使用大

国。截至 2018年底，全国共有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企业 1.23万家、车辆 37.3万辆、从业人员 160

万人，每天有近 300 万吨的危险品运输在路

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说。

中国农业大学力学教授陈奎孚强调，对于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来说，后期维护、管理成

本高，企业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大投入，

国家相关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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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过后，夏粮收购进程过半。

近日，一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

布的信息引发社会的关注。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全国夏粮总产量 2856亿斤，比 2019年

增加 24.2 亿斤，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

生产的基础。然而，据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官方消息，截至 8 月 5 日，主

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4285.7 万吨，同比

减少 938.3万吨。

为什么粮食增收创新高，收购量

反而减少了这么多？

是收购量减少，
而不是总产量减少

减少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是

“ 收 购 量 减 少 ”，而 不 是“ 总 产 量 减

少”。“收购量减少”与“总产量减少”，

两字之差，意思相去甚远。

据统计，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

一的河南省今年收购小麦 912.4万吨，

同比减少 538.8万吨。事实上，河南省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该省夏粮总产量

750.75 亿斤，比去年还多出了 1.67 亿

斤，创下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8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在 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记者会上表示，我国今年的夏粮实现

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产量比上年

增长 0.9%。

截至 8 月 10 日，主产区累计收购

小麦 881 亿斤。这一数据比去年同期

减少了 212亿斤。

为何丰收之后，粮食收购量反倒

减少了呢？

记者获悉，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农户风险意识增强。据

今年开展的农户存粮专项调查结果显

示，主产区农户存粮数量较往年有所

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粮食收储制

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民市场意识逐

年提高，售粮更趋均衡，特别是今年市

场行情较好，有些农民不急于售粮。

前一段时间，由于农民阶段性“惜

售”，以及华北地区玉米价格维持高

位，小麦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

监测数据显示，7 月底前后各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 1.12 至 1.22 元

左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 0.02 元左右；早籼稻价格为每斤 1.12 至 1.4 元左

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出 0.04元左右。

与此同时，入夏以来我国江淮地区连续降雨，出现较长时间汛情，也

对购销活动正常开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售粮进度有所放缓，售粮节奏趋于均衡

收购减少，夏粮收购进展是否顺利？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获悉，今年夏粮收购进展相对顺

利，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优质优价市场化收购逐步成为主导力量，

农户市场意识普遍增强，售粮进度较往年同期有所放缓，售粮节奏更加

趋于均衡。

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时批复符合条件

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督促各地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收购预案，

妥善解决主产区收储仓容不足问题；指导各地和有关中央企业切实抓好

市场化和政策性收购；密切跟踪收购市场形势，做好农户余粮调查，掌握

农民售粮意愿情况；协调金融机构准备信贷资金，确保“有人收粮、有仓收

粮、有钱收粮”。

最新统计表明，今年小麦市场化收购占比约 86%，比去年同期高

出 16%。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今年小麦市场化购销活跃，托市收购量将少于此

前预计。

截至目前，湖北、安徽、江苏、河南 4省已先后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累计收购托市小麦 121亿斤。新粮上市后，随着部分省份启动托

市收购，江苏、安徽、湖北和河南南部地区的小麦价格始终稳定在最低收

购价水平。

据悉，下一步夏粮主产区将立足保粮食安全，针对江淮地区降雨较多

的情况，进一步做好汛期粮食收购工作。而针对前段时间小麦价格出现

短时间小幅上涨，有关部门正适时适度加强市场调控，适当增加库存粮食

投放数量，满足加工企业用粮需求，近期小麦市场价格趋于稳定。

总的来看，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优质小麦产区优质优价行情明显；早

籼稻收购开局良好；加工企业用粮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农户有粮卖得

出，夏粮收购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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