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4
新闻热线：010—58884052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高 阳 实习生 乔 煜 2020年 11月 23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健高）11月22日，
2020中国机器人大赛在青岛市即墨经济开
发区体育中心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在农业机器人、救援机
器人、四足仿生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项目中
进行大比拼，“机器人”竞技场面争奇斗艳，十
分壮观。据介绍，本届大赛共有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山东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200所学
校的700余支团队参加18个大项的角逐。

右图 农业采摘机器人比赛现场。
下图 四足仿生机器人比赛现场。

梁孝鹏摄

智能机器人

竞技大比拼

“总书记在百忙中为大会发来贺信，体现

出对数字经济和信息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

湖北对武汉发展的持续关心和牵挂。”武汉市

江汉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高新技术科

科长王荆湘表示。

11 月 20 日，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

会在武汉光谷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总书记的贺信让武汉这

座英雄城市再次“沸腾”。连日来，武汉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站在前沿领域，关注和

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我们一定充分发

挥主动性、创造性，推动 5G+工业互联网发展

实现新突破，推动城市全面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强调：“此次大会在

湖北武汉召开有着特殊意义。希望湖北省和

武汉市以此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

献。”

受邀参加 2020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

的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庄

丹说，“5G+工业互联网”领域首个国家级大

会在武汉召开，将为城市与产业带来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我们园区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武汉汉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成立

已近 20 年，一大批昔日优秀传统制造企业亟

待转型升级，重新焕发活力。多年来，园区也

一直在探索转型发展之路，借助 5G 技术、利

用数字化赋能已经成为园区上下的共识，总

书记的指示更是让大家对这条道路充满信

心，对未来的发展目标也更加清晰。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工业互联网总监彭

霖则表示，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正是 5G 技术，

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场景向全国人民

实时高清直播，实现远程诊断，把世界各国的

医护精英聚集一起，群策群力对抗疫情。彭

霖说：“5G+车联网、5G+智慧城市、5G+物联

网……武汉正在积极打造多个 5G 应用标杆，

一批重点应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1 月 21 日下午，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

委书记王忠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 2020中国 5G+工业互

联网大会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推进全市数

字经济发展。

会议指出，此次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有

着特殊意义，体现了总书记对湖北武汉抗疫

斗争的充分肯定、对湖北武汉人民的深切关

怀、对湖北武汉的殷切期望，是难得的机遇，

是重托、是责任。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牢牢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对信息时代的新判断、对数字经

济的新部署、对湖北武汉的新期待，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强大精

神动力，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突破性发展

数字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

（科技日报武汉11月22日电）

2020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在光谷举行

总书记的贺信让英雄的武汉再次沸腾

坐上操控台，眼前的屏幕实时显示码

头堆场上集装箱的位置，动动手柄和按钮，

集装箱就装卸好了。

在宁波舟山港，做同样的工作，工人以

前需要爬上 30米高的龙门吊，在工作间一

坐就是 8小时，不吃不喝不去厕所，每天三

班倒。而利用 5G网络实现远程操控后，港

口装卸效率提升了 20%，人工成本有望降

低 50%，工人“从桑拿房走到了空调房”。

5G 商用超一年，工业互联网上升为国

家战略三年，类似场景正在千行百业上演。

“我国充分发挥 5G赋能工业应用的技

术特点和优势，推进 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创新。全国建设项目超过 1100 个，涌现出

机器视觉检测、精准远程操控、现场辅助装

配、智能理货物流、无人巡检安防等一系列

应用成果。”

11月 20日，2020中国 5G+工业互联网

大会在湖北武汉开幕。开幕式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介绍了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的最新成绩。

他表示，我国已建设 5G 基站近 70 万

个，终端连接数突破 1.8亿，“5G+工业互联

网在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变过程中正迸发出磅礴力量。”

制造强国关键支撑

“在上海商飞，制造大飞机的材料是复

合材料，要保证质量，过去靠老师傅的眼

睛，现在用高清的摄像头，通过 5G 网络直

接传到后台，监测时间从 2小时缩短到 5分

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

长邬贺铨现场举例，他表示，机器人不仅能

提高生产质量，也能承担很多危险的工作。

“华为公司预测 2025 年每万名制造业

员工将和 103 个机器人协同工作，也就是

说，到 2025 年每 100 个工人里就有一个机

器人。虽然只是 1%，却具备几十个工人的

生产能力。”邬贺铨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定不移

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而

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制造的关键支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需要强大的

5G+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指出，智能制造也为

5G+工业互联网开辟广阔的应用和市场，工

业互联网作为一项赋能技术，20%的市场在

消费端，80%的市场要在产业端，智能制造

和数字中国是5G应用的蓝海。

持续探索应用场景

“行业之间痛点难点不一样，基础不一

样，要实现的路径也不一样。”中国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说，目前在应用推

广过程中难以形成一个快速的、跨行业的、

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先聚

焦于垂直行业的共性问题，实现各个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

她表示，未来的 5G+工业互联网还要

探索新的应用场景，真正把 5G的“大带宽、

低时延、高可靠”的特性发挥出来。

“5G+工业互联网是新兴事物，当前应

用场景还不够清晰。”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

洪添同样表示，“建议各地各部门结合区域

经济特征，对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进

行梳理，针对应用场景联合工业互联网生

态推动实践，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胡厚崑

表示，现在围绕 5G 的装机项目超过 5000

个，像远程控制、视频回传、机器视觉等等，

已经形成代表各个行业共性的刚性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和推广。

肖亚庆表示，当前，领先企业推进 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的积极性不断提

升，应用范围向生产制造核心环节不断延

伸，覆盖行业和领域日趋广泛，已涌现出机

器视觉检测、精准远程操控、现场辅助装配

等一系列应用成果。

创新推动快速发展

目前，5G+工业互联网还处在起步阶

段，技术积累、产业支撑都有待加强。中国

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强调，

要攻克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加强基础体

系建设，“目前在应用和顶层考虑得比较

多，但基础芯片、操作系统和协议等很多还

受制于人，需要夯实基础。”

此外，他特别强调制度创新，包括金融

等各方面的全力支持，系统推动 5G+工业

互联网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随着 5G+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对 5G

设备、网络优化都会提出全新的要求，要持

续地结合场景进行创新。”胡厚崑说，比如把

5G 网络布局在井下，所有的基站必须经过

防爆改造，把发射功率控制在6瓦以下。再

比如给一个钢铁厂的车间提供5G支持的远

程控制，在一个200到300米的车间里，要部

署10个左右的5G基站，钢铁厂的金属设备

特别多，在这样高密度基站的基础上，怎么

解决基础信号反射、干扰的问题，都要通过

创新去解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

理研究所产业室原主任史炜强调，5G+工

业互联网的重要路径是打通数据系统之间

的“数据鸿沟”，重点是优先选择智慧矿山、

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钢铁、智慧港口

等作为突破，营造大环境、大基础、大生态

和大链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5G

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在

新型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并以此实现中国

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

5
G
+

工
业
互
联
网

为
建
设
制
造
强
国
赋
能
提
速

本
报
记
者

崔

爽

“‘清华简’第十辑内容涉及天文、历法、

自然等诸多方面，对了解先秦时代社会思想

文化带来新的认识，其天文史、科技史价值不

可估量。”11 月 20 日，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拾）》成果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

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据介绍，“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

此次发布的五种八篇竹书，都是前所未见的

佚文。之前整理报告已顺利出版九辑。而这

次发布的第十辑内容超乎寻常的艰涩难懂，

为此，整个整理研究团队付出极大努力。

本次发布的“清华简”中最重要的是《四

告》，为 50 支简的一卷竹书，抄写了内容相关

但又相互独立的四篇文献，分别是周公旦、周

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告辞。其余

四篇中，《四时》《司岁》与《行称》三篇是数术

类文献；《病方》是方技类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四时》篇共 43简，详细列

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

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并将

一年分作三十七时，其中星象术语又多分为

青、玄、白、赤四种，分别对应四象东方青龙、

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其星象术语

自成体系，与文献记载的星象术语迥异，提供

了一个战国时期的全新的星象系统，有待于

天文史学家进一步解读和发掘。

据介绍，《司岁》篇共 15简，是目前所见最

早记载太岁十二岁名的文献，可与《尔雅》《史

记·天官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相比

照。《行称》记一月“六称”的具体日期、利弊和

成效，所记称行之事均属政事，是目前所知首

篇专述一月内政事宜忌的先秦时令类文献。

《病方》残存 33字，记载病方 3种，是迄今所见

抄成年代最早的方技类文献。

黄德宽表示，目前“清华简”整理工作完成

三分之二，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将以每年一

册的进度出版，早日将其向社会与学界公布。

“清华简”第十辑解开尘封：天文史、科技史价值不可估量
本报记者 华 凌

（上接第一版）
“加快 5G 建设与应用发展，对我国加快

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释放新兴消费潜力、对

冲疫情影响意义重大。”易芝玲说。

技术创新助推网络建
设攻坚克难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5G建设与国际领先

者同步，5G在技术方面是崭新的DICT深度融

合起点，在市场方面也是首度试图全面拥抱千

行百业，必须要经历一段摸索探试的过程。

“在 5G 建设过程中，我们也确实遇到了

一定的挑战，比如高能耗，站址资源获取困难

等。但这是一张网络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易芝玲坦言。

“挑战出现的地方，也正是创新的所在。”

易芝玲强调。据她介绍，中国移动做了很多

技术创新，比如通过集中式部署的方式可以

大幅地降低对站址资源的要求，快速、低成本

地建站；又比如在网络节能方面，从设备级、

站点级和网络级三方面开展综合节能，如在

站点级，在延续 4G 已引入的亚帧关断、通道

关断等功能基础上，提出 5G 深度休眠等新理

念，研发并协同产业界开展软件节能。

另外，易芝玲表示，中国移动持续通过市

场化机制积极进行“网络共建共享”。近期，

中国移动与中国广电签署 5G 共建共享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可发挥 5G 技术、频率资源、内

容等方面的优势，集约高效地实现 5G 网络覆

盖，丰富 5G 业务，为推动 5G 融入百业、服务

大众奠定良好基础。

R17预计于 2022年 6
月完成冻结
“5G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前景都是很光明

的。”易芝玲乐观地说，在过去一年里，5G 业

务发展在助力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经济数字

化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0 年 9

月底，中国移动的 5G套餐客户已突破 1亿。

同时她建议，5G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网

络覆盖是一个持续运营的过程，除电信运营

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外，建议相关部门从政策

层面支持解决电费优惠、税收减免以及 5G 应

用跨行业融通发展等问题。

据易芝玲介绍，未来将在继续保持高覆

盖率和高质量的前提下，重点打造 5G 精品网

络, 加快网络建设, 满足消费端和行业端的

需求。加速新技术融合创新，开展 IT/CT/

DT 深度融合，进行数字化创新。拓展新商

机、新模式，打通行业壁垒，推广 5G 行业应

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正处在 R16 冻结后的紧密部署阶

段，以及 R17的推进阶段，预计于 2022年 6月

对 R17标准完成冻结，从而将 5G 发展推向更

高的高度。”易芝玲说。

（上接第一版）
“恪守求实精神，做社会风尚引领者。”

万钢希望科学家能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

业，让践行科学家精神成为广大科技工作

者的行动自觉。

严谨细致，成就科学伟业

“在科研工作当中，不允许有半点马

虎。”万钢说。

严谨细致是航天事业的优良作风。从

东方红一号发射到长征五号 B 升空，从北

斗全球组网到嫦娥五号蓄势待发，我国航

天事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航天大国。戚

发轫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航天人对“严肃

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遵

循，“对比一些国家，我国航天发射成功率

较高，就是得益于‘严谨细致’的优良作

风。无论做学问还是搞科学工程，要想前

进，必须严格。”

严谨细致也是樊锦诗从事敦煌文化研

究的重要心得。敦煌石窟有数百个洞窟，

要做全集记录性考古报告，是一项艰巨浩

繁、长期的、基础性系统工程，而且国际上

无先例可循。樊锦诗和团队迎难而上，查

资料、深入思考、艰难探索，最终用约 30年

时间编纂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绝不

能马马虎虎。”樊锦诗对大学生们说，“一定

要脚踏实地，甘坐冷板凳，做好每一个细

节，才会产生合格的成果。”

青年一代使命在肩，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需要传承。戚发轫说，“我们国家现在

面临严峻挑战，提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太重要了。道德高尚、学风严谨是年轻人

需要重视的事情。”

报告会上，主讲人还勉励青年学子胸

怀报国之志，坚持自力更生，坚定创新自

信。戚发轫希望他们认识到时代赋予的重

任，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强国梦，

“解决‘有无’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赶超’问

题更要靠自己”。万钢则鼓励他们保持好

奇心和探索激情，勇闯深水区，敢闯无人

区，精神上挺直腰杆、实践中扑下身子。樊

锦诗叮嘱他们要踏踏实实做研究，守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据悉，今年是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工作开展的第 10 年，师昌绪、袁隆

平、吴良镛、潘建伟、薛其坤等院士专家都曾

受邀作宣讲。今年除了主旨报告，还将举行

弘扬科学家精神、学风传承等系列活动。

科学因纯净而美丽，因严谨而进步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打造稀土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扩展对外多

元化合作新机遇；探索稀土产业链条延伸，实现

稀土产业绿色发展；开放共赢，多元合作……

在 11 月 18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包头·
稀土产业国际论坛上，富集的前沿信息、向好

的发展预估、清晰的发展路径，激励鼓舞着业

内人士。

“十四五”开局之年即将到来，坐拥全球

最富集稀土资源的北方稀土产业如何以新姿

态迈向更高的台阶？在“稀土之都”包头市可

以找到答案。

“订做”最优政策，推
动产业创新

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稀土产业创新发展的

新高地、建设名副其实的稀土之都，这是包头

市致力完成的一个“终极目标”。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孟凡利表示：“在初步形成的包头市 5 年规划

和面向 2035 年的远景目标中，基本梳理形成

了涵盖稀土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

的政策措施，我们要把包头打造成为全国稀

土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政策最优、吸引力最

强的城市。同时，我们正在对标全国最高水

平，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开展

新的招商引资工作。”

目前，包头市正在按照审批最少、服务最

好、速度最快的要求，全面开展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全力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包发展提供全

方位服务保障，这些政策已经或正在成为包头

市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双招双引”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此同时，包头市还在坚决整治各类突

出问题，全力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营造干事创

业的浓厚氛围，目前已经有一大批企业、商会、

协会、学会来包考察、洽谈合作。

绘制最新规划，引领
高质发展

日前，包头市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专项规划和分年度工作计划已经基本成

型。规划立足包头市稀土资源优势、产业优

势和创新优势，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固根基、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打好稀土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推进稀土产业的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更好融入新发展

格局。

“‘十四五’期间，包头将加大稀土科技创新

工作力度，大幅提升科研投入强度，打造稀土技

术创新高地，推动稀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包头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宏志说。

按照规划，包头市将全力推进和加强稀

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稀土资源地质勘

查和综合高效保护利用力度，切实优化稀土

产业发展生态，重点培育一大批在永磁、储

氢、抛光、催化助剂、稀土合金等领域的龙头

企业，加快永磁电机、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医

疗器械等稀土终端应用产业发展，更好把稀

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根据规划，到 2025年，包头全市稀土创新

链效能实现大的提升，稀土和稀土相关的产

业集群整体规模迈上全新台阶，基本实现将

包头市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稀土产业创新

发展新高地。

发挥最强优势，蓄积
产业动能

我国稀土资源和产业分布，历来为“南重

北轻”。但事实上，包头市从未停止过对重稀

土资源的探究和思考。

“包头白云鄂博矿是世界上少有的全稀土

元素矿藏，除含有丰富的轻稀土，中重稀土的含

量之大、品位之高也属罕见，这种资源禀赋对我

国稀土产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

科学院包头稀土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向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包头市稀土产业作为依托资

源禀赋发展起来的产业，在轻稀土向纵深发展

的同时，未来更要向全稀土元素产业链进军，在

分离轻稀土的同时，将中、重稀土分离出来。

池建义透露，20 世纪 80 年代，北方稀土

产业就已经具备同时分离十几种元素的生产

工艺，而下一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通过企

业化运作，将 17个元素除钷以外的 16个元素

全部分离出来的同时，大力开展稀土材料、功

能材料和结构材料的研发，这会是北方稀土

产业发展蓄积起来的一股强大的新动能。

挺进“十四五” 稀土之都如何以新姿态迈向更高台阶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 讯 员 李宝乐 贾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