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疫情
促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卫生健康问题
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凸显出建设有
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加强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此形势下，11月20日，由清华大
学主办、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开
幕。论坛以“建设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
系”为主题，旨在为全球各界搭建学术
交流、信息交流、经验分享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建设和
体系建设、全球健康事业发展建言献
策，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贡献智慧。中外有关政要、国际组织负
责人、专家学者等约150人通过视频连
线深入交流研讨。

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发表视频致辞。孙春兰指出，疾病没
有国界，应对疾病威胁是世界各国面
临的共同挑战。当前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人类健康和
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希望参加
论坛的各界代表秉持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理念，加强交流、凝聚共识，为

深化国际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合作、
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做出更
大贡献。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致辞中说，防
范应对全球疾病大流行，加强公共卫生
体系是紧要之策，也是根本之策。首届
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的正式开幕，是我们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迈
出的重要一步。希望大家携手并肩，为
建设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主席、清华大学
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陈冯富
珍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她介绍了本
次论坛即将开展的关于“建设有韧性的
公共卫生体系”四场全体大会的议题。
她表示，展望未来，需要认识到重大公
共卫生危机的全球性，并明确全球卫生
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彼此影响，以保
护人类生命，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良好
的健康成果。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视频致
辞中高度评价了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的
创立。他呼吁，在当下这一重要的历史
节点，公共卫生系统也应加强行动，巩
固疫情预备能力和应对措施，创新运用

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努力实现全球医疗
保障全覆盖。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
在视频致辞中呼吁所有成员国与世卫
组织加深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葛西健在线发表致辞，从“健康、经济与
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建立强大和有
韧性的卫生系统”“保护弱势群体，促进
社会公平可及”“卫健系统内外伙伴关
系”“国际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分享了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启示。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首席执
行官马克·苏斯曼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中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发展挑战方面的
承诺令人鼓舞，在建立有韧性的公共卫
生体系方面的成果正在全球扩大其影
响力，应该加强跨国家、跨部门之间的
合作，携手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视频
致辞中，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挑战所带来的
启示进行了分享和总结。他表示，建立
一个由全人类共同维护的公共卫生体
系刻不容缓，尤其在疫情信息误报、防
疫极端政治化、世卫组织遭受攻击的当

下，全人类更应该理清头绪、重申承诺、
重启行动，健全全球卫生体系。

随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李斌，邱勇，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秘书长、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
务副院长梁万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杨
斌上台，共同启动首届世界卫生健康论
坛。

本届论坛采用线上直播的形式，将
设四场全体大会、一场青年论坛。来自
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所中外知
名高校、23家公共组织机构、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企业的50余位全球知名学
者、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智库专家、优
秀企业家将作为演讲嘉宾和讨论嘉宾，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带来32场线上主
旨报告，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全民健康覆盖”“大流行应对准
备”“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确保人类健
康”“大数据时代的卫生健康——新技
术、新方法、新趋势”等议题开展交流与
讨论，共同探讨疫情影响之下全球公共
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当下和未来，增进国
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全民健康覆
盖的实现。

轻点鼠标，车间里的重型设备自动
开启；打开手机 APP，生产过程中的各
类数据一目了然；实时呈现的大屏幕
上，工厂每个角落尽收眼底……当传统
工厂遇到5G，这些曾经在科幻片中出现
的“未来工厂”场景变成现实，5G+工业
互联网正在推动传统产业由“制造”向

“智造”飞跃。
2021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在

武汉召开之际，记者走进一座座工厂，
揭秘5G如何塑造“未来工厂”。

走进华新水泥（黄石）有限公司，映
入眼帘的是纵横交错的管道和巨大的
生产设备，低沉的轰鸣声不时传出。这
里是水泥厂的生料车间，机器24小时不
间断生产，但厂区内却看不到工人们忙
碌的身影。

就在距生料车间不远处的办公楼
内，中控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整个工
厂的实时生产画面。工作人员只用在
数字系统上操作，对应的实体生产环节
便会按照指令运行。

“比如调整风门的开度，我只用在
电脑上输入相应数值，风门就会自动开
到想要的大小。”操作员徐黎阳一边介
绍，一边输入数值“25%”。

“按传统生产模式，厂里生产岗位
需要500人以上，而应用了‘智慧工厂’，
现在只需200多人。”公司执行总经理刘
文兵介绍说。

采用智能设备进行自动化生产在
减少人力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生料车间的风机处，可以看到多个圆
柱形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可以检测设备的温
度、震动、声音等，检测数据会自动同步
发送到手机 APP 上。”工作人员罗亚子
展示着手机上的智能巡检系统说，“过
去人工巡检，发现问题只能电话上报，
容易耽误生产进度。现在，智能巡检系
统检测到异常，巡检员会立刻收到警报
短信，迅速做出响应。”

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厂，
在 5G 时代也可以绿色、智慧起来。在

中国宝武鄂城钢铁有限公司操业集控
中心，上下两层、一字排开的数百块液
晶显示屏十分壮观。大屏幕上显示着
工厂各个生产环节的实时画面、数据。

鄂城钢铁生产制造部管制中心主任
师严建生说，经营管控系统、决策支持系
统、操业集控系统全部在 5G 专网中运
行。炼铁、炼钢、轧钢、能源、环保、远程计
量等114个原本分散在现场各区域的操作
室，被集中成这一个操业集控中心。5G
技术高速率、大带宽、低延时的特性，保证
了系统精确控制，让一键炼钢、智能开堵
铁口、转炉自动出钢等成为现实。

“鄂钢的远程一键开堵铁口技术，
通过三维建模，可以实时了解炉内情
况，并对高炉内的各项指标、成分等系
数，进行实时调控。”严建生说。

操业集控中心内，液态金属生产线
画面中几个闪烁的红色长方形格外醒
目。炼钢厂首席师丁东如介绍说，这是
电子围栏，每位工人的身上都佩戴了一
个搭载5G+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工牌，

一旦工人靠近电子围栏划定的危险区
域，工牌就会发出警报。“过去在炼钢
厂，烫伤是常事。现在有了电子围栏，
工人们的安全有了保障。”丁东如说。

除了能够保障生产人员的人身安
全，5G+工业互联网还应用于食药行业，
保障产品安全。

在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药
物提取车间，管道连接起形态各异的罐
体。“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如果管控不力，
操作者很可能变成最大的污染源。”爱民
制药总工程师柳骏介绍，智能化的生产
系统保证整个生产过程在罐体内进行，
极大降低了药品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随着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工厂加速融合，
5G+工业互联网将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
发展底座、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升级。“不
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工厂将在 5G 赋
能下，变成更加智慧、更有效率、更加绿
色的‘未来工厂’。”中国移动湖北公司
总经理范秉衡说。 （新华社发）

孙春兰向首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

应对疾病威胁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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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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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塑 造 “ 未 来 工 厂 ”
□□ 万芃琦 王 贤 李思远

11 月 21 日，中央气象台寒潮、暴雪、海上大
风三警齐发。受新一轮寒潮影响，我国中东部
地区正在经历大风降温天气。这次寒潮天气有
哪些特点？影响几何？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方翀进行一一解答。

暖湿空气交汇形成降水暴雪

“形成这次影响我国寒潮的过程，从前期来
看，乌拉尔山地区存在一高压脊伸向极地附近，
脊前的西北气流引导极地冷空气南下，并在西
伯利亚地区积聚。随着乌拉尔山高压脊以东的
低槽东移，冷空气也不断东移南下。”方翀说，冷
空气在这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南下与南方地区
的暖湿空气交汇形成降水；另一方面，低槽不断
加深并在槽前底层形成锋面气旋，在气旋前部
不断有暖湿空气输送至东北地区，冷暖空气在
东北地区交汇，将形成暴雪。

中央气象台在 11 月 21 日发布的寒潮蓝色
预警显示，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 4 级到 6 级偏北
风，气温下降 6℃ 到 10℃ ，其中，黄淮东部、江
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2℃，局地14℃以上，降温如“换季”。

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入冬

常年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是在 11 月中
下旬进入气象意义上冬季。这次寒潮过后，还将
有冷空气频繁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有望入冬。

对此，方翀指出，这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
大，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天气系统也更加复杂。

冷空气东移南下后，将迅速横扫我国中东
部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过程。其中，
南方降温幅度略高于北方。这主要是因为南方
前期气温较常年略偏高，降温幅度相对大一些。

就此次寒潮移动速度较快，方翀解释说，主
要跟天气形势有关。这次过程中，冷空气移动
速度比上一次寒潮快，这跟中低层引导气流的
强大“推力”有很大关系。

另外，寒潮影响下的天气系统也相对复
杂。比如，东北地区有暴雪、大暴雪，甚至局地
特大暴雪；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华北北部可能
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可以说，天气舞台上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

近期气温震荡多变谨防感冒

华北地区的网友大多对 11 月初寒潮过程带来的降雪印象深
刻，而这次为何华北地区没有明显降雪？

方翀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次寒潮过程中，从蒙古国延
伸至我国的低槽槽底比这次更偏南，低槽底部和前部的西南气流
会携带暖湿空气，并输送到华北地区，形成降雪。此外，在上次过
程中，东海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其北侧的东风和东南风持续输
送水汽到华北地区，这也是降雪形成的有利因素。

而这次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水汽被输送到华北地区，即使温
度已经降到很低，也没有明显的降雪。

针对这次寒潮过程，方翀建议，相关部门还应注意降雪、降
温、大风对交通、农业、城市运行、能源供应等的不利影响。受寒
潮影响，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著偏低，随后气温又将持续回升，近
期气温震荡多变，公众应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1 月 20 日，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船舶能源与动力创
新大赛决赛在江苏
科技大学（线下主
赛区）和11所高校
（线上分赛区）同时
举行。江苏科技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
烟台大学等 13 所
高校的100多名学
子在船舶动力设备
拆 装 竞 赛 中 赛 技
能，展示工学结合
和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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