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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汉斌

◎本报记者 唐 芳

9月 5日，由中铁电气化局研制的“添翼·
清洗”隧道清洗车在济（南）莱（芜）高铁上线，
并完成了对高铁隧道、道床的清洗作业任务，
这种机械化清洗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清洗可以
大幅降低人力和时间成本。

右图 在济莱高铁章丘段，隧道清洗车在
清洗道床。

下图 在济莱高铁章丘段，隧道清洗车在
清洗隧道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隧道清洗车

驶上高铁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韩卓玎 陈 科

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

县发生 6.8 级地震。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

期间遇到地震，该怎样快速选择正确的避

险方式？

9 月 5 日，四川大学教授、地震预警与多

灾种预警应用信息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

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就此进行

了解读。

“当两个突发事件并发时，我们需要衡量

考虑基于危险程度的避险优先级和基于预警

时间的紧急程度的问题。如果危险程度差不

多，则需要先应对紧急程度更高的事件；如果

危险程度差别较大，则先应对危险程度更高

的事件。”王暾说，历数近 30 年发生的灾害，

“黑天鹅”“灰犀牛”级巨灾虽是小概率的，仍

需要深入研究其预警机制、响应预案、演练方

案、化解方案、配套法规制度等。四川成都青

白江区 5.1级地震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制定

了《疫情期间重特大地震应对准备重点工作

方案》，而研究制定双突发或多突发事件的预

警信息的对策，是应急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

考虑的工作内容。

他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社会敲

响了建立预警机制的警钟，我们也应当持续

建立适当超出预警响应级别的响应机制，依

靠技术手段支撑预警信息，通过预警机制或

可帮助民众“抢出来”一些逃生和避险的宝

贵时间。

疫情期间突遇强震如何正确避险？他

说，疫情期间，民众需备有防疫—地震应急

包，包内备有水、压缩饼干、保温毯、手电、口

哨、折叠刀、卫生纸和医药包。此外，可在应

急包中多备口罩和适量酒精消毒液，但要注

意远离火源。发生地震时，如果民众正在居

家隔离，可粗略判断一下地震的远近和强弱，

再选择不同的避震方法。

他说，目前我国大部分建筑都达到了“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水

准。因此，若发生了震级较小的地震，应该尽

量保护自己不被坠落物砸伤；若遇近处震级较

大的地震，应该带上防疫—地震应急包，选择

室内安全地带就近躲避。同时，若民众能到达

户外，需要佩戴好口罩，尽快跑到开阔地带，保

持和人群的安全距离；若民众在室内避险地

震，则不需要考虑防疫的事情，只需采取正常

的室内避险方式即可，如保护头部，就近躲避

在活命三角区，远离玻璃和悬挂物等；若预警

地震烈度不是强破坏性的，则防疫优先级高，

需要做好防疫措施再避险地震。

疫情期间突遇强震如何正确避险——

专家：把握“时间紧急”“危险程度”两因素
9月 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就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举行新闻发布会。

此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于 9 月 2 日全票通过了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农产品是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

业、渔业的初级产品，是事关老百姓吃得安

全、放心的大事。我国早在 2006 年就制定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会上，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在回答科

技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些年，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态势总体向好，主要农产品例

行监测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7%以上。应当

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短板。岳仲明表示，人民群众对农产

品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非法添

加有毒有害物质等问题非常担心。201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执法检查时指

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一些条款已明显不

适应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形势，存在

“操作性不强、实施难度大，处罚过轻、违法

成本太低”等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

安全工作，提出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

要求，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修

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2021年 10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修订草案。2022年 6月、9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第三十六次会议

二审、三审通过了修订后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

岳仲明介绍，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规定，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行

源头治理、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的原则，进

一步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范围、内

容，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作为国家强

制执行标准严格实施。

记者了解到，在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

程管控措施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作出了

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防止农药

等农业投入品对产地造成污染、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目录等法律规定。

“这次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确立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在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的长期性、基础性地

位，是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肖放在会上说，

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各类主体开具、收取、保

存和查验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制度，有利于

对农产品生产者形成常态化的倒逼机制，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打下重要基

础，是一道新的质量安全防线。

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对绿色农业、农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在本法中，我国首

次在法律层面提出‘绿色优质农产品’，鼓

励符合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申请农产

品质量标志，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和

管理，为培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农产品优

质优价提供支撑。”肖放表示。

此外，法律提高了对销售农药、兽药等化

学物质残留或者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的农产品行为的罚款数额。鼓励消费者协会

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社

会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落地见效。”

岳仲明表示，修订后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四个最

严”的要求，回应社会关切，做好与食品安

全法的衔接，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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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潜心科技攻关的追梦人，到稻田养鱼

致富一方的开拓者、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执

法者，李万彬用 34个春秋，践行着一名基层公

务员的初心与使命。

8 月 30 日上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农业农

村和科学技术局三级主任科员李万彬获得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鞭

策，指引我今后更用情、用心地去工作，帮助

边疆各族群众以‘渔’致富，助力乡村振兴。”9

月 4日，载誉归来的李万彬告诉记者。

潜心渔业科技攻关，
助农增收

傣族妇女玉班，家住澜沧县茶乡景迈山

村班改村民小组，这几天正陆续收割水稻。

除了优质红米，她还收获了一筐筐活蹦乱跳

的稻田鲤鱼。

“以前只有河里捞、集市买，才吃得着

鱼。”玉班告诉记者，每年秧苗返青时节，李

万彬和县农科局的同志，就来寨子里给村民

免费发放鲤鱼、罗非鱼鱼苗，还手把手指导

大家在田里开沟、给鱼儿“留路”，每丘田里

要开一个小鱼塘，好让鱼儿在放水收割时节

有栖身之所，还不厌其烦讲解田间管理期的

注意事项。

2016 年以来，她尝试在稻田里养鱼，头

年就养了近 10 亩。按照李万彬的“叮咛”，一

季下来，玉班家的稻田不仅不施化肥，农药

也几乎不用打，消灭害虫的任务让鱼儿给

“代劳”了，节省了开支和人力，每亩增产稻

谷 50 公斤以上，还“凭空”有 3000 多元的鲜

鱼收入。

“我们山里的鱼，一年四季吃不完！”玉班

笑着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她又多流转了 30多

亩水田，种优质稻，养“谷花鱼”，一家老幼日

子过得美滋滋的。

“群众增收，就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李万

彬说。

1996 年以来，李万彬牵头推广山区稻田

综合种养工作法，辐射带动了 4.13 万亩生态

养鱼稻田，增加产值 9400 余万元，2 万多户人

家受益。

但回顾 34 年前，李万彬刚到澜沧县鱼种

场参加工作时，澜沧虽然拥有丰富的渔业资

源，但全县水产不足 60吨，鱼种场基础设施简

陋、技术力量薄弱，鱼苗产出少、成活率低，初

来乍到的李万彬暗下决心，一定要振兴澜沧

渔业。

几十年间，他潜心渔业科技攻关，不顾夏

暑冬寒，引进和选育了 26种鱼种资源，主持国

家星火计划项目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山

区半山区稻田种养技术推广等项目，让澜沧

渔业产值从当初的 63 万元，增加到如今的

5.21亿元，山区群众增收有了新出路。

守住绿水青山，保护
土著鱼资源

在美丽的澜沧，有大大小小 153 条河流。

当地各族群众有沿河捕捞的传统，各种罕见

的“野生鱼”也成了餐桌上的美食和餐馆的招

牌菜。

随着人口增长和环境变化，无序捕捞现

象日渐突出，甚至还出现非法电鱼、炸鱼等行

径，土著鱼类逐渐稀缺，有的物种岌岌可危。

“不能杀鸡取卵，要把子孙的财富留给子

孙。”李万彬走遍澜沧和毗邻县份的山山水

水，经过 4 年多调研，起草了一系列地方渔政

管理办法，划定 4 个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将每年 2 月—5 月的鱼类繁殖季划为禁渔

期，保护本土鱼类资源。

2008 年以来，李万彬带领渔政大队在全

县开展渔业行政执法行动 5616 次，查处违法

人员 5600 多人；2015 年以来，立案查处渔业

违法捕捞案件 273 起。许多被他查处的非法

捕鱼人，经过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如今成了宣

传非法捕鱼的骨干力量。

他还带领人员入村入户，向群众讲解《渔

业法》，发放宣传资料；自编自演方言小品《追

查电鱼人》，演出通俗有趣接地气，在村村寨

寨家喻户晓。

如今，李万彬等人成功繁育澜沧江叉尾

鲶、丝尾鳠、巨魾、中国结鱼等多种土著鱼，每

年可在澜沧江流域增殖放流数十万尾。一度

濒危的鱼类，又重新回到人们眼前。

2017 年，为守护糯扎渡库区的一方明山

秀水，李万彬等人经过一千多个日夜努力，实

现辖区水域内非法养殖网箱和非法捕捞渔具

清零。2021 年 12 月，李万彬团队被评为“中

国渔政亮剑 2021”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成绩突

出集体。

李 万 彬 ：澜 沧 江 畔 授 渔 人

农情信息是反映农业生产的“晴雨表”，

是农事决策的“参谋部”，是未雨绸缪的“预警

器”。每到关键农时问面积、问长势、问产量，

一有刮风下雨问影响、问灾情、问损失已成为

他们的重要工作，第一时间加强农情调度已

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他们就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

（以下简称农情信息处）。

确保“快、实、准、新”
打响农情信息品牌
“快、实、准、新”是信息调度工作的鲜明

底色。

每年从种到收，农情信息处要调度 10 万

多个数据、2 万多条文字信息、1 万多份表格。

每一项数据他们都认真核查、反复校对，确保

信息及时准确。

在关键农时，他们每天调度播种收获进

度等信息，每周召开 2—3 次分片区视频会商

会。每年编发各类生产信息简报 300多期，向

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信息报告 70多份。如今，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已成为反映农业生产

形势响亮的信息品牌。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在面上调度的基础

上 ，农 情 信 息 处 又 对 600 个 粮 食 主 产 县 的

1200个定点监测田块开展苗情、墒情、灾情动

态监测和图像化展示。

据农情信息处相关同志介绍，针对 2021

年秋汛导致全国 1/3的冬小麦晚播，他们利用

遥感等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弱苗田块，精细

绘制 1.1亿亩晚播麦、940万亩“一根针”和 148

万亩“土里捂”的苗情分布图，做到挂图作业、

督战督办。

当好减损“排头兵”
帮农民“龙口夺粮”

农业生产有“两怕”，一怕价格不好，二怕

老天不帮忙。如何应对“天有不测风云”，尽

最大可能让农民少损失？

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农情信

息处总是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农民“龙口夺

粮”。

2021 年 7 月，河南发生极端洪涝灾害，导

致 1400多万亩农作物受灾。农情信息处里同

志连夜赶赴安阳、鹤壁等地，迅速开展农业救

灾和灾后生产恢复；第一时间派出 50 多个专

家小分队蹲点指导，积水不排出、生产不恢

复、队伍不撤回；组织相关协会和企业捐赠化

肥 9200吨、农药 460多吨、抽排水设备 2000多

台（套），投入抗洪排涝救灾工作；协调组织农

机作业服务队抓紧抢排田间积水，调集无人

机抓紧喷施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促进作物

恢复生长，抢时改种补种，能增一亩是一亩。

从灾前预警预防，到灾中应急响应，再到

灾后恢复生产，农情信息处每个环节都快速

反应、紧密衔接。

做强“活农情”谱写
脚行千里“四季歌”

农业生产唱的是四季歌，数年如一日，对

于农情信息处全体同志而言，“五加二，白加

黑”是工作常态，出差说走就走时常有之，关

键时通宵奋战司空见惯。

为了把情况掌握得更准一些、问题摸得

更清一些、政策提得更实一些，全处同志每年

深入基层调研指导超过 200天，奔赴粮食大省

大县，走进农家查苗情、看墒情、问农情。

每位同志常态化联系了基层农业局长、

农技员和种植大户，时常电话了解情况、实地

调研走访，利用回家探亲时间去走访种粮大

户，有农户打趣说：“恁这一回家，上俺地里来

的时间比在自己家的时间都长啊！”

他们分环节谋划政策，2022 年推动中央

财政安排 70 多亿元支持小麦生产，为夺取夏

粮丰收发挥重要作用；分季节加强指导，2020

年起草的《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被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推动各

地分区分级恢复春耕生产秩序；组织开展农

业农村部系统包省包片夺丰收联系工作，派

出工作组和专家小分队下沉一线指导，全力

以赴夺取粮食丰收。

为了大地的丰收，他们环环紧扣强调度，

一招不落促生产；他们敢打硬仗、能打胜仗、

作风过硬；他们看春华秋实，盼岁稔年丰。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

做强“活农情”绘好农业生产“晴雨表”

（上接第一版）
此外，科技部还支持高水平专业化的

科普场馆建设，不断提升科技场馆展示能

力和智能化水平，在与各部门、各地方共

同打造国家科普基地的基础上，将推出一

批代表国家水平、公众深度参与互动的场

景基地，用场景驱动科普工作。此外，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打造有

国际影响力的科普论坛。

“新时代赋予我们
一个重大历史责任”

谈及科协组织如何落实强化科普工

作职能要求，中国科协专职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孟庆海说，《意见》明确提出各级科

协组织要发挥科普工作主要社会力量作

用，首次提出要强化科普工作职能。“作为

科协组织，我认为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

一个重大历史责任。”

针对落实好《意见》，孟庆海表示，将

从 4 个方面做好工作：提高政治站位，突

出科普价值引领；构建“六位一体”高质量

科普服务体系，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发挥

科协组织优势，完善四级联动基层科普组

织动员体系；加大优质科普资源供给。

“科协组织做科普工作，最大的优势

是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孟庆海表示，为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群团改革的要求，

中国科协通过推动各级科协工作重心下

移，构建起了省域统筹政策和机制、市域

构建资源集散中心、县域组织落实，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等为阵地，以志愿服务为重要手

段的基层科普组织动员体系。

截至目前，中国科协已在全国 500 个

文明新时代实践中心实现科技志愿全覆

盖，有实名注册的科技志愿服务者 345 万

名，1200 万“科普中国”信息员活跃在基层

一线。

孟庆海透露，近期，中国科协将联合

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共同实施“科普中

国”平台建设工程和“科普中国”创作联合

行动，以求打通科普创作的内容供给、评

价认证、渠道传播、体系联动、社会协同的

全链条发展路径，向全社会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科普资源。

让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两翼齐飞”

科技日报重庆 9月 5 日电 （记者雍
黎）记者 5日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国家镁

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广东国

研、广东省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完成的“镁离

子电池”项目，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的第 79 届世界镁业大会上荣获 2022 年国

际“镁未来技术奖”。这是全球镁行业唯一

的“未来技术奖”。

据了解，锂离子电池为信息产业、汽车

产业和当代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锂

电池存在着资源短缺、成本高、环境污染严

重、安全性差等问题。金属镁成本只有锂

的 1/25—1/50；镁电池负极不易生长枝晶，

安全性高；镁及其化合物无环境污染；镁电

池理论能量密度和锂离子电池相当。因

此，镁离子电池是最有应用前景的下一代

二次电池之一，被认为是电池工业的潜在

颠覆者。

我国镁资源丰富，镁及镁合金研发和

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力发展与应用

镁离子电池，可以有效缓解锂资源紧缺的

难题，对储能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新能源

汽车升级换代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市场价值。

重庆大学镁电池项目获国际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