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6 国内 2020年10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鞠自为

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记
者周蕊 仇逸） 第三届进博会防疫
工作怎么做？境外人员怎么参展参
会？11 日公布的 《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总体方案》 明确，入境参展参会
人员将要求在指定宾馆实施为期
14 天 的 集 中 健 康 隔 离 观 察 。 同
时，参展参会人员、展区内工作人
员全员核酸检测，在首次入馆时必
须具备 7 天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方案聚焦“人、物、馆”三个
重点，紧盯入城口、居住地、流动
中、展馆门、活动点和监测哨等 6
个关键环节，实施“全程闭环管理、
全链条可追溯、全量核酸检测、全部

查验准入、全面环境清消”等 5 项措
施，对参展参会 4 类人员进行分类
管理，严密构筑“国境、城市、区域和
展区”4 道疫情防控线，努力在第一
时间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风险的
影响控制到最小化，不发生社区传
播疫情，不发生与进博会相关的新
冠肺炎聚集性疫情。

对入境参展参会人员，将要求
入境前，落实为期 14 天的自主健
康监测。入境时，落实 100%健康
申明、100%体温检测和 100%采样
核酸检测，根据风险布控指令实施
登临检查；入境检疫发现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的人员，立即由 120 送
指定医院排查诊治。入境后，在指
定宾馆实施为期 14 天的集中健康

隔离观察，隔离观察期间进行健康
监测，在第 5 天和第 12 天分别进行
采样，并送指定检测机构开展核酸
检测。全程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且隔
离观察期间无异常，解除隔离，可
自行参展参会。

展会期间，所有参展参会人员
开展自主健康监测，实施每日发热
人员“零报告”制度。境外要客、
有 疫 情 高 中 风 险 地 区 的 国 内 省

（区、市） 参展参会人员分别在指
定宾馆住宿，实施分类管理。

参展参会人员、展区内工作人
员全员核酸检测，在首次入馆时必
须具备 7 天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严格实施参展参会人员健康
管理，全量收集登记参展参会人员

信息，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所在的
地级市参展参会人员非必要不来
沪。上述核酸检测和人员健康管理
信息经后台比对无误后方能激活证
件，允许进入展区。对所有进入展
区的物品进行清洁消毒和监测检
测。对展区内环境实施严格的清洁
消毒。

这一方案还明确将对所有进口
供进博会相关物品开展检验检疫，
规范进口冷链食品采样、监测和消
毒工作。强化冷链食品全链条防
控，关键岗位人员核酸检测“应检
尽检”。加强展区内餐饮疫情防控
管理。展区内不零售冷冻生鲜食
品，禁止试吃未经“全熟加工”的
冷冻生鲜食品。

第三届进博会将实行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张辛欣

“ 大 块 头 ” 汽 车 也 能 个 性 定
制、智能平台可以自主对接供需、
同一流水线上的产品都对应不同的

“主人”⋯⋯今年以来，数字技术
加速产业变革，制造业出现了不少
新现象。

从大规模到个性化、从“渠道
为王”到“用户定义”、从自有工
厂到共享协同，新制造在很多地方
颠覆了传统模式，为人们带来新体
验，为产业找到突破点。究竟什么
是新制造？新制造又将改变什么？

理念的变革：为谁而造

2020 年的秋天，制造业“闯
入”了一只“犀牛”——9 月，阿
里巴巴新制造平台——犀牛智造对
外亮相。过去 3 年里，通过和淘宝
上 200 多 个 中 小 商 家 试 点 合 作 ，

“犀牛”跑通了小单起订、快速反
应的柔性模式，实现按需生产。

传统模式下，企业根据生产线
的能力和经验来确定产能，而数字
与制造的结合，可让工厂不受生产
线制约，品牌从生产能力中“释
放”，消费者也可拥有更个性化的
产品与服务。可以 100 件起订、7
天交货、库存降低约 30%——“犀
牛”的“闯入”引发了不小的波
澜。

为谁而造，是推动制造业变革

的重要逻辑。新制造，聚焦的是从
供给到需求的转变。

“让用户定义生产。”在谈及智
能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最大的不同
时，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告诉记
者，是按照用户喜好个性化配置、
根据用户需要带动产业链技术升
级。

“我们要做一个用户企业。”根
植家纺领域的博洋集团董事长戎巨
川认为，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更贴
近需求始终是企业追寻的方向，要
用信息手段加深对市场的认知，加
大与市场的连接。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全国工业电子商务普及率达到
63%，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双
创平台普及率超过 84.2%。用技术
更了解需求、让需求定义制造，是
当前发展的方向。

“ 新 制 造 的 重 点 不 在 制 造 本
身，而是通过技术实现供需匹配，
把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紧密结
合，构建新优势。”中国贸促会研
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这对促进产
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循环意
义重大。

方式的升级：由谁来造

今天，制造是什么样子？走进
杭州一家服装工厂，你会发现一些
端倪：每块面料都有专属 ID，吊
挂衣架自动分配至工位，车间同时
为多个品牌服务⋯⋯共享、协同正

成为关键词。
未来，由谁来造？互联网衍生

的“共享模式”，正在重塑制造业。
上半年，福建石狮首个“共享

工厂”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生产
场所、仓储配套，为接单难的企业
提供订单。纵然面对疫情影响，通
过共享协同，12 万件海外服装很
快上线生产；在很多城市，轻工企
业把接单、设计、组装等环节拆分
共享，降低市场风险，集成供应链
能力⋯⋯

从“做制造要先建厂”到只要
有想法就能付诸实践，共享工厂的
推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也让很多中小企业不再受限
于制造能力，更专注于自身优势和
业务创新。

有共享制造，更有创新协同。
整合产业链及配套设施，北京

精雕科技集团与门头沟地区合作打
造快速制造平台，面向中小企业开
放机电科技产品制造能力，加速孵
化创新；投资建厂的同时引进合作
伙伴、为平台上的企业建设信息化
系统，联想在赋能中小企业的过程
中实现供应链聚合⋯⋯通过协同创
新，很多企业在重塑优势。

“制造不是单枪匹马或简单的
合作，而是寻求长远的共赢。”联
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关伟认为，从由
工厂做产品到由品牌建生态，方式
的升级既是将管理延伸，更是让创
新集成，有助于实现稳定、高效生
产，激发更多活力。

价值的再塑：超越造
物本身

不局限于造物本身，产品与文
化、消费等加速融合重塑着制造的
价值。

服装品牌爱慕在工厂开设工
坊，体验非遗刺绣为主的工业旅游
加速兴起，把工厂“搬进”市场，
生产制造成为时下流行的“消费
品”。

经 过 4 万 多 用 户 在 网 络 社 区
的 “ 票 选 ”， 第 四 届 NIO Day

（蔚来日） 选定在成都举办。“这
是我们与用户的‘赴约’，地点、
方式、嘉宾等会充分吸纳用户意
见。”李斌说，蔚来正在构建和完
善车友互动社区，“让一群有趣的
人聚在一起，分享愉悦的生活方
式”。

消费升级包含了消费者多方面
诉求，引发情感共鸣、带来快乐和
美的享受，是新制造的一个着力
点。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通过工业
互联网平台配置资源、柔性转产、
稳链固链，有力支撑了经济恢复。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制造与服务
边界不断淡化。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超过
70 个，服务的工业企业数量超过
40 万家。

“制造业网络化协同、服务化
延伸趋势明显。”工信部信息技术
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说，下一步将打
造多层次、系统化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体系，培育跨行业、跨领域的综
合型平台，加快将供应链向供应网
络转变，制造向服务等多领域延
伸。

用户企业、共享工厂……

“新赛道”，你跟上了吗？

新华社武汉10月11日电（记
者谭元斌） 中外科研人员组成的联
合研究团队，在实验室中利用微波
将一对超冷异核原子相干合成为单
个超冷分子，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单
个分子的相干合成。

这一成果实现了对原子之间核
间距自由度的相干控制，开启了原
子-分子体系所有自由度全面相干
操控的研究大门。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 杂志 9 月 25 日在线发表了
相关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精密测
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维也纳
工业大学、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巴
黎萨克雷大学等国内外机构的科研
人员共同完成。论文通讯作者为中
科院精密测量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晓
东、研究员詹明生。

据詹明生介绍，他们在研究中
首创了一种单分子相干合成方法，
即所谓的原子自旋与相对运动波函
数耦合的新机制。他们利用微波而
非激光在光阱中实现了单个分子的
相干合成。相比于通常的光缔合方
法，他们首创的方法避免了光缔合
过程存在的退相干缺陷，是一种纯
净的分子态操控方法，具有优越的
相干性。

通过人为调整微波强度，他们
还实现了两个原子量子体系中原子
态与分子态的可控相干叠加。

詹明生说，超冷分子有着比超
冷原子更丰富的内部能级，因而被
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量子资源，可
被用于超冷化学、凝聚态体系的量
子模拟、检验基本物理学的精确测
量、量子信息处理等诸多前沿科学
研究中。

科研人员实现
单个超冷分子的相干合成

10 月 11 日，列车员在乌鲁木齐
至西安北D2708次动车组列车上整理
行李架。

当日，新疆乌鲁木齐至陕西西安
方向首趟直达动车开行，全程 2354
公里，运行时间 13 小时 22 分。据介
绍，这是兰新高铁运营 6年来开行的
第二趟出疆方向动车组列车，乌鲁木
齐至西安实现了朝发夕至。

近年来，很多进出新疆的旅客均
需通过西安中转，两地之间出行需求
旺盛，列车常年处于满员状态。乌鲁
木齐至西安直达动车的开通，途经甘
肃省、青海省，拉近了乌鲁木齐与西
安之间多个城市的时空距离。

（新华社发）

乌鲁木齐至西安乌鲁木齐至西安
直达动车开行直达动车开行

新华社长沙10月11日电（记
者魏玉坤 史卫燕） 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刘小明 11 日表示，各地应加
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出
行服务体系，着力提高公交服务的
运行速度和准点率，持续改善城市
公交服务品质，不断提高城市公共
交通吸引力。

刘小明是在当日于湖南长沙举
行的 2019 年“最美公交司机”先
进事迹报告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刘小明强调，要加快形成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
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大力弘扬新
时代交通精神，为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凝聚磅礴力量；强化从业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改善公交驾驶员群体
身心健康状况，拓展公交行业的个
人发展空间，不断提升城市公交驾
驶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 年“最美公交司机”推
选宣传活动自去年 8 月启动以来，
经过各地选拔推荐，最终推选出广
州公交集团驾驶员丁建民等 100 人
为 2019 年“最美公交司机”，其中
北京公交集团驾驶员常洪霞等 10
人为“十大最美公交司机”。

交通运输部：

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
的城市出行服务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姚均芳） 债券市场是直接融
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今年我国债券
市场存量规模已突破 100 万亿元，
较“十三五”之初增长一倍多。我
国债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
大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
力明显增强，并吸引更多国际投资
者踊跃配置。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8 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
规模达 112 万亿元人民币。

作为直接融资的渠道之一，债
券融资规模的增长为实体经济提供
更多资金支持。在这背后，是我国
债券市场种类更趋齐全，结构更加
合理，多个品种债券发力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
进，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

强。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
以来，境外机构持续增持我国债
券，月均交易量超 7500 亿元，月
均净买入量超 1200 亿元，目前境
外机构持债总规模超过 2.9 万亿元。

我国债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吸
引力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一方
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债券
市场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者投资我
国债券变得更加便利；另一方面，

我国债券的收益率相对来说更具有
吸引力，债券违约风险较低。

2019 年，中国债券已纳入彭
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摩根大通
旗舰指数。近期，富时世界国债指
数也明确了将中国债券纳入的时间
表。中国债券“集齐”全球三大债
券指数，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
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金融持续扩
大开放的信心。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国际投资者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10月 11日，在明水县兴仁镇石人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大棚中，工人
在采摘滑子蘑。近年来，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黑龙江省
绥化市明水县发展食用菌产业，建起多个食用菌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建档
立卡户脱贫增收。 （新华社发）

黑龙江明水：

食用菌产业助农脱贫增收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
者阳娜） 记者 11 日从北京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获悉，近日其针对

“网易新闻”App、网易网“网易
新闻”频道、“网易号”跟评环节
多次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严肃
约谈网易网负责人，责令其立即自
查自纠、全面深入整改，严肃处理
相关责任人。同时，依法对网易网
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

网易网负责人表示，将严格
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深刻吸

取教训，全面加强平台业务和人
员 管 理 ， 在 整 改 期 间 自 行 暂 停

“网易新闻”App 跟评功能一周，
时间自 10 月 10 日 12 时至 10 月 17
日 12 时。

“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健全管理制度，不得为违法
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北京市
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强化日常监管，督促相关网站平台
加强内部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服
务，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北京市网信办
依法约谈处罚网易网

10月11日拍摄的常益长铁路八曲河特大桥架梁现场（无人机照片）。
目前，常（德）益（阳）长（沙）铁路益长段进入架梁高峰。常益长铁路正线

全长约 157公里，设计时速为 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益长段正线全长约65公里。 （新华社发）

常益长铁路益长段进入架梁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