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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一支“植绒拭子”，是核酸检测准确率

的第一道关。它的病毒灭活效率、对核酸

的保护能力、拭子植绒密度、采样深度、折

断点位置等对核酸取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至关重要。只有取到合格的样本，后续的

检测才不会白费功夫。

摆在桌上的改良舒适型高采集量采样

器，看着不起眼，但据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王红阳院士团队博士后陈静介绍，它头部

植绒量很高，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吸收鼻

咽、口咽黏膜样本，相比 3厘米折断点，它

的 8厘米折断点设计可以更有效降低“气

溶胶”风险，在提高检测准确率的同时保

护工作人员。

这里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8月 23日，2020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如约开启，湖北武汉设

分会场。

步入 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

科技周启动现场，入口处一排关于科技战

疫的硬核科技成果格外引人注目。一旁

的灭活型细胞保存液，采用非胍盐配方，

既保证极高的病毒灭活效率，同时兼顾环

境安全性，避免了胍盐与84消毒液等含氯

消毒液接触生成剧毒氰化物的风险。这

些产品连同新型冠状病毒快速采集裂解

试剂盒、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等，都经历

了疫情期间的反复打磨改进，成为科技抗

疫的“幕后英雄”。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迎来 20 岁生

日，疫情形势下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

科技周科普活动，通过网络“云展厅”向公

众开放，集中展示科技战疫、科技创新、体

验美好生活、服务脱贫攻坚等内容。

“这些产品和技术已经全部应用在新

疆疫情防控中。”陈静表示，新疆幅员辽阔、

地广人稀，疫情防控有特殊困难，比如样本

的长距离运输，他们研发的采样试剂盒无

需冷链，最高可以适应54摄氏度的高温，在

当地的硬件条件、物流能力下可保证大规

模取样的及时有效。

科技战疫展区对面，一系列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集结亮相。由清华大学自主研发

的脑起搏器，打破垄断后拥有了完整自主

知识产权体系，已在全国260多家医院植入

患者超过1万人；“海斗一号”全海深自主遥

控水下机器人，不仅突破万米核心关键技

术，实现我国万米首次作业，开创我国潜水

器领域多项第一，在全海深电动机械手作

业、自主遥控多模式操控等方面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启动式上，湖北分会场、身处拉萨和

青海的第二次青藏科考队等都以视频连线

的方式参与其中。

据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

剑介绍，在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今

年以来已有大约 3000 人次到青藏高原进

行科考，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员目前正忙

于在当地建设拉萨地球系统观测网，工作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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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酒泉8月 23日电 （何博 方娇
记者张强 付毅飞）23日 10时 27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高分九号 05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

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多功能试

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

高分九号 05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抓总研制，是一颗

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

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

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

域，可为“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搭载发射的多功能试验卫星由军事科学

院负责研制，将在轨对通信、导航、遥感等新

技术进行试验验证。

天拓五号卫星属于微纳型试验卫星，整

星重量 78.5 千克，是国防科技大学重大科技

创新工程项目——“纳星集群飞行计划”的重

要延续，也是“新型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卫星系统）的第二颗微纳卫星。其将在轨对

船舶、航空器、浮标及物联网等信息采集新技

术进行试验验证。

相关负责人介绍，AIS卫星系统能对全球

范围船舶快速完成位置、航向、航速等信息的

接收，并实现对我国现有岸基 AIS系统的有效

补充。

一箭三星！高分九号05星等发射成功

8 月 23 日 10 时 27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
分九号 05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科技日报合肥 8月 23日电 （记者吴
长锋）记者 23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近代物理系“核探测与核电子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坚课题组经过两年的

攻关，攻克了红外观测微弱信号检测、高

增益灵敏放大、暗流及背景噪声抑制、高

真空低温封装、高精度数字锁相放大等关

键技术，成功地研制出红外光谱扫描的天

光背景测量装置。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

该领域知名期刊《JATIS》上，同时申请专

利并获得授权。

红外观测是天文研究的重要手段。

长久以来，受限于优良台址和探测器的缺

乏，我国红外天文研究发展严重落后。随

着我国天文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中国天

文界拥有红外天文观测能力的愿望也更

加迫切。近期我国多项大型光学红外天

文观测设备项目获得天文界支持，为了保

证这些大型设备建设成功后，能顺利高效

地开展红外观测仪器的研制和红外天文

观测研究，必须对相关候选站址进行红外

天光背景的测量。在红外波段的天光背

景辐射强度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红外望远

镜及其他观测设备的一些重要性能，如巡

天深度、能够观测的极限星等、天文成像

系统曝光时间等。

2.5—5微米是热红外波段的开始，是地

面观测的重要窗口所在区域。由于天光背

景强度极其微弱，探测器输出信号低于 nA

量级，研究团队采用锁相放大技术成功提

取出淹没在噪声中的信号；为了降低探测

器暗电流的影响，探测器制冷到-150℃以

下；为了克服由于仪器带来的背景热噪声，

进行了适应低温的斩波器和光学设计。为

了克服地面大气的吸收效应，地基红外望

远镜只能从若干大气窗口进行观测。研究

团队根据探测器在 2.5—5微米波段上高响

应的性能，利用线性可变滤波片在此波段

线性可变的特点，研制出了此波段上连续

扫描观测的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

我首台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研制成功

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于 8 月 23
日在各地同步启动，通过精彩纷呈的活
动，集中展示我国科技战“疫”成果，并
以线上科技展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体验、
分享科技创新成果的云端平台。

右图 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讲师、2019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一等奖获得者韩晓乐在北京的现场
发表演讲。 本报记者 刘垠摄

下图 23 日，在长春中医药大学
内，小朋友在吉林省科技活动周现场参
观“人工智能机器狗”。

新华社发（颜麟蕴摄）

科技活动周

精彩纷呈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23日出席 2020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启动仪式，并

参加有关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席仪式。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抗疫、创

新驱动”为主题。刘鹤在启动仪式上分别与

湖北武汉分会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队视频连线。刘鹤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最终战胜疫情

关键要靠科技。湖北省通过强化科技支撑，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效果。刘鹤询问了青藏科考的进展情况，向

科考队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仪式结束

后，刘鹤参观了“科技战疫”“科技创新成果”

“科普惠民”等小型展区，向在科技抗疫和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们

表示衷心感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北京市负责

同志参加北京主会场启动仪式，湖北省负责

同志参加湖北武汉分会场启动仪式。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将开

通网络“云展厅”向公众开放，集中展示科技

战疫、科技创新、体验美好生活、服务脱贫攻

坚等方面的内容。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闭

幕式将于 8月 29日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科

技活动周 2001 年开始举办，今年是科技活动

周举办 20周年。

刘鹤出席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太先进了！终于亲眼见证了科技抗疫装

备的实力！”负压救护车、移动手术车、移动CT

影像车、核酸检测采访工作台、负压病房，无人

机运送物资、消毒、巡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大显身手的“硬核”装备正在重庆市科技活动周

主题展览现场集中展示，成了市民参观的焦点。

8月 23日，主题为“科技战疫、创新驱动”

的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各地同步启

动。因为疫情影响，这场一年一度的科普嘉年

华推迟了 3 个月，不过经历了这一场特别的

“战役”，更加让大家统一了认识——科技才是

抗疫的利器，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中，抗击疫情

的“硬核”装备成了展览和关注的重点。

科技抗疫 硬核设备
“秀肌肉”

人类与病毒较量，必执“科技利器”。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科技系统紧急组织

实施一批应急科研攻关项目，为抗击疫情提

供“硬核”设备。在科技周活动中，各地的疫

情防控应急攻关装备纷纷亮相，近距离地给

大家秀了秀中国科技的“肌肉”。

蠢萌的样子，灰黑的外观……在广西科

技活动周现场，一款新冠肺炎防控用智能巡

检机器人担任起了现场巡查工作。展位工作

人员冯新杰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快速查找

并追踪发热人群，通过智能图像算法处理技

术，自动报警与记录，体温监测范围广，检测

准确率与效率高。”

在吉林省科技战疫成果展区，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展示了他们的“四

大发明”。这是该医疗队在千里驰援武汉后，

医护人员针对各种临床问题，研发出的多功

能防护面屏、传染病专用听诊器、一次性插管

用防喷溅隔离巾及咽拭子采集装置，这“四大

发明”当时就申请了专利并运用到救治中。

“这个是核酸采样工作站，采样人员不用

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特别适合夏季户外使

用。”重庆活动现场科技战疫板块，以场景化

形式展示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发现、感染源

追踪、病毒检测、远程诊疗、重症救护等从发

现到救治的全过程。 （下转第四版）

各地科技抗疫“硬核”设备集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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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余亩的李子林绵延山间，拳头大小

的果子挂满枝头。

盛夏，乌牛村仙桃李生产基地，村民们正

忙着采摘、搬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

园里，LED光波变频一体化杀虫灯随处可见，

每一株果树所需的营养均通过管道“投递到

户”；山坡上，运送鲜果的无人驾驶“轻轨”缓

缓前进，直抵分拣车间；流水线上，专用光谱

仪对李子表皮进行透视，根据光谱数据显示

的酸甜度对李子“选美”分装。这个夏天，15

万公斤仙桃李陆续从这里销往全国。

“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重庆渝北区乌

牛村党总支书记阙兴国脸上笑开了花，“现在

的乌牛村家家有事干，户户有钱赚，过去小康

生活不敢想，如今日子过得巴巴适适！”

农民变股民 干劲足
了腰包鼓了
“果园务农的工钱加上卖李子的分红，今

年的收入能超过 10 万元。”提起自家账本，54

岁的村民段成芳声音软软的，羞涩中带着自

豪，“党和政府的政策恁个好，日子越过越红

火，越来越有盼头。”

她所说的政策，是乌牛村 2017 年实行的

“三变”改革——组建股份合作社，土地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合作社、农

民三方按比例投资配股、按股分红。

几年前，乌牛村被称为“空壳村”，一户三五

亩坡坎地、“巴掌田”，种些玉米、红薯，一年到头

“肩挑背磨”也没多少收益，随着进城务工村民

越来越多，5000多亩土地有六成沦为闲置地。

阙兴国心里很不是滋味。在马不停蹄地

赴邻村外县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他想明白了

一件事：想做好产业，生产要集约、产品要有

特色，种地也不例外。为鼓励村民以地入股，

他逐户动员，组织村民代表去先进村参观。

段成芳和丈夫合计，自己种也就收些玉米

喂猪，不如交给合作社试试，将 3 亩地全部入

了股。当上股东的段成芳越干越有劲，被聘为

李子园管护员，三月疏花疏果，四五月除草，七

月摘果，入股分红加管护工资、公益岗位等，一

年能挣两万多元。“以前在家做家务，哪儿想过

能领上工资呢？”她说，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

富，这就是小康生活。 （下转第四版）

果 园 通“ 轻 轨 ” 村 民 腰 包 鼓
——农业现代化开启重庆渝北乌牛村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盛 利 雍 黎 林莉君

近日，“万物共生”户外光影艺
术沉浸式体验展在北京玉渊潭公
园“樱落花谷”拉开帷幕。活动通
过高科技声光系统将历史名园的
生态景观与现代科技相互融合，打
造北京“夜经济”新生态。

图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打卡。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光影夜色光影夜色 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八月的江淮大地，骄阳似火。

8 月 18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

徽考察调研，并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此次考察，两大重点：一是防汛救灾和治

河治江治湖，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入汛以来，长江、淮河、巢湖等一度处于

超警戒水位。安徽南北三线作战，防汛救灾

任务艰巨。如何加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加强淮河和巢湖治理，加强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习近平十分关心，尤其惦念灾区群

众，“这是我最牵挂的事情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

何育新机、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调研、

掌握最新情况。“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地

区我都看过了，并开了座谈会，这次要到下游

看看，也开个座谈会。”

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安徽之行，重在回

答两大课题：

为了谁、依靠谁？“人民”二字重如千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

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面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最重要的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

自己的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一、治水之患，兴水之利

2020 年注定不平凡。疫情汛情叠加，一

场又一场的大考。在全国防汛救灾形势最吃

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研究部署，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

安徽是汛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境内长

江、淮河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巢湖遭遇百年

未遇高水位。王家坝闸时隔 13年再次开闸蓄

洪，巢湖主要圩口也实行了开闸分洪。入秋

后，持续浸泡的湖堤坝圩险情隐患增多，防汛

形势依然严峻。

这次到安徽，总书记就是要实地察看灾

区情况，看看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复得怎么

样。淮河之滨、长江岸线、巢湖堤坝……炎炎

烈日下，他辗转奔波。

（下转第三版）

下好先手棋，开创发展新局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安 徽 考 察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朱思雄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