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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热评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胡璐

8 月 12 日是第 10 个世界大象日。
此时，一度北移近500公里的云南亚洲
象群已成功跨过南归的最大障碍元江，
堪称世界大象日里的一条好消息。

设立世界大象日，就是为了呼吁人
们关注陷于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全球气候异常、人类活动加剧，特别是
盗猎行为严重威胁着大象生存。大象
等大型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标志，拷问着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占据原本
属于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全球野生动
物特别是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显著衰退，
加快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使野生动物
面临生存威胁。

由于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念，我
国境内一直有大型野生动物生存。近

年来随着我国对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
保护力度加大，一些地区大型野生动物
种群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我国积极推
进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加快建立并完善
自然保护地制度体系，推动东北虎豹、
大熊猫等国家公园建设。云南的亚洲
象、新疆的雪豹、东北的东北虎等被目
击次数越来越多，成为全球瞩目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中国实践成效。

越是大型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困
境越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

《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
的必要性》报告强调，“人兽冲突”影响
世界七成以上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其他
陆生海洋食肉动物，还有大象等大型食
草动物的生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与动
物也共享一个地球。野生动物真正的
家在野外，保护它们的最好方式是保护
它们的自然家园，正如杰克·伦敦小说
里表达的：这是野性的呼唤，也是人性
的呼唤。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世界大象日：野性的呼唤

这是8月9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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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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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邓祥林是
重庆柳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他立足岗位，勇挑重担，脚踏实地做好每
一项药物研究工作，在药物合成研发领域
奋斗近20年，先后实现了盐酸罗匹尼罗、
盐酸托烷司琼、奥利司他、盐酸多奈哌齐、
甲磺司特等30余个化学药物的合成工艺
研究与放大生产，多次获得“企业优秀员
工”“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理论扎实 技术精湛

2002年从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毕
业后，邓祥林便与有机合成理论密切联
系，严格要求自己，从助理药物合成实验
员开始做起，认真学习和巩固理论知识，
积累经验，对每一个实验进行总结，提取
其中的“精华”，武装自己、丰富自己、充实
自己。

2007年初，邓祥林接到公司与华西药
学院合作开发减肥药物奥利司他的合成工
艺研究任务。他与华西药学院的同事们通
过多次的讨论、分析，设计了多条全合成反
应路线，并通过一一实验，最终确定了一条

可行性最高的路线进行详细研究，直到
2008年下半年，终于完成了奥利司他全化
学合成的小试工艺研究，解决了不对称催
化氢化还原、不对称Mukaiyama Al-
dol加成反应的产率及产物光学纯度问
题。该技术成果申请了2篇中国专利并获
得授权、1篇世界专利，并在韩国、美国、印
度、欧洲获得授权。2016年，该专利荣获第
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09年，邓祥林亲自在生产车间
进行奥利司他全化学合成的小试工艺
的放大生产研究，通过大量的参数调
整、优化，于2010年实现了奥利司他原
料药的批量生产，所得产品质量跻身世
界前茅。

“勤勤恳恳钻研，踏踏实实做事，实事
求是做人。”这是邓祥林常挂在嘴边的话。
平日里少说多做的他克服了研究中的种种
困难，攻克了无数技术壁垒。如今，邓祥林
已是高级合成研究员、柳江医药药物合成
研发副总监，负责管理公司所有化学药物、
药物杂质及中间体的合成工艺研究与中试
放大等工作。

2018年初，公司成立了以邓祥林为核
心的新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团队；2019年
5月，他和团队在“智汇巴南主战场，建功立
业新时代”重庆市巴南区创新争先大赛中
荣获“十佳科创团队”称号；2020年5月，他
被评为“重庆市巴南区第五届学术技术带
头人”；2020年8月，邓祥林作为主要研究

人员与四川大学合作的项目“奥利司他不
对称催化全合成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通过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初评并已完成公
示。

攻坚克难 开拓创新

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戴着一副半框

架眼镜，身穿白大褂实验工作服，头戴防
毒口罩，初次见到邓祥林，他给人留下最
深的印象就是踏实、朴素、严谨细心，俨
然一副做研究的模样。他多次作为科研
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和分项目的负责人，
很好地完成了研究任务并获得成果证书
和国家专利。

2007年以来，他完成了重庆市科技
攻关计划项目“新型手性药物奥利司他
的全合成工艺研究”、“国家科技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子课题

“多手性中心新药奥利司他的全合成产
业化工艺技术改造”，设计出奥利司他全
新的全合成路线，并实现了全合成工艺
路线的打通、工艺参数的优化、生产工艺
技术改造；实现了从实验室公斤级的工
艺到生产车间年产30吨的大生产，研究
成果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成果证书》；
申报并获授权中国专利2件，项目通过
国家科委和市科委验收。

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完成
了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手性药物
盐酸兰地洛尔的开发研究”，实现了盐酸

兰地洛尔合成路线的开发，并完成了工
艺参数的优化和质量标准的建立，在车
间完成了中试工艺研究，获得了10公斤
级稳定生产工艺；解决了临床用药澄清
度不合格问题；申报并获授权中国专利2
件，项目已通过市科委验收。

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完成
了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盐酸托烷
司琼及其注射液的再开发研究及产业化
研究”，设计了盐酸托烷司琼的合成工艺
路线及其注射液的处方工艺，并完成了
工艺参数的优化和质量标准的建立，在
车间完成了中试放大工艺研究和试生
产，获得了30公斤级稳定生产工艺；提
高了总收率，原材料成本降到了0.2万
元/公斤；制定了符合ICH要求的盐酸托
烷司琼及其注射液的企业质量标准，显
著提高了产品质量，有效保证了用药安
全性。项目获得重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会颁发的《科技技术成果证书》，并申报
中国发明专利1件。

潘锋
图片由重庆柳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邓祥林认真记录和积累实验数据邓祥林认真记录和积累实验数据

□本报记者 王天翊

“电梯门怎么打不开了？救命啊！”
前不久，渝北区某小区一小女孩乘坐电
梯时被困，她焦急地拍门呼救。

就在小女孩喊出“救命”后 1 秒
钟，她乘坐的电梯屏幕上就出现了一
个人，并传来声音：“您好，乘梯安全应
急中心，小朋友，请问是电梯门打不开
了吗？”

确认小女孩被困后，屏幕上开始播
放动画片。这个声音继续跟小女孩对
话，一边安抚女孩的情绪，一边让她按
照动画片所示远离电梯门，双腿微曲靠
轿厢壁站立等待施救。

不到10分钟，物业和电梯维保人
员就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困女孩。

工作人员如何得知有人被困？
原来，发现有人被困的并不是人，

而是小区安装的这台电梯。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电梯看上去

和普通电梯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
那块“会说话”的屏幕是一台智慧电梯
终端，它连接着一个后台——重庆市电
梯 96333 应急处置平台（以下简称

“96333平台”）。
这台“聪明”的电梯可以通过人工智

能摄像头采集图像和声音，通过算法识
别扒门、拍门、打架斗殴之类的危险行
为，以及“救命”“电梯不走”“门打不开”
等关键词，即使是重庆话也“听”得懂。
这些行为和话语在电梯内只要出现，或
者电梯在轿厢有人的情况下60秒没有
运行，系统就会立即报警。

96333平台的处置专员接收到报
警信号后，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电梯屏
幕上，指导被困人员采取避险措施，启
动应急处置程序，并将情况反映给物
业和电梯维保单位的救援人员。

不仅“看”得懂动作，“听”得懂话，
这台“聪明”的电梯还能“认”得出危险
物品。

在江北区北滨二路一台安装有智
慧终端的电梯里，记者看到，一个液化
气罐被拖到电梯轿厢内，电梯马上发出

“发现液化气罐，请勿进入电梯”的警告
声。随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名处置专

员，提示勿将危险物品带入电梯。
智慧电梯对运行中的内在风险同

样“心中有数”。一旦电梯出现轿厢意
外移动、非平层停梯、安全回路断路等
上千项故障的其中之一，电梯就会提前
发出预警，防患于未然。

据了解，电梯除了有人工智能摄像
头，还安装有感应开关、陀螺仪、气压
针、乘梯安全智能组件等数十种前端设
备。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数据，并回传给
后台系统。系统收到这些数据后，通过
算法进行大数据分析，便可对危险作出
及时判断。

据了解，目前，这种智慧电梯终端
已安装在江北区、南岸区、渝北区、永川
区、万盛经开区、两江新区等地的8000
余台电梯中。今年来通过对乘坐人员
的语言、行为检测已累计发现人员被困
3500人次，三级应急救援响应机制施
救成功率达100%。

此外，智慧电梯终端采集的电梯运
行数据，已提供给多个区县住房城乡
建委，作为审批提取大修基金修理电
梯的重要依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
可利用这些数据推动电梯的“按需维
保”工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
王优玲）记者11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获悉，为指导各地积极稳妥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防止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
发建设方式、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等问
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起草了《关
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
建问题的通知》，并于日前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通知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意
愿，以内涵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路径，
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
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严管大拆
大建，加强修缮改造，注重提升功能，增
强城市活力。

近期，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但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继续沿用
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大拆大

建、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随意拆
除老建筑、征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
高房价、提高生活成本，产生新的城市
问题。

根据通知，在“坚持划定底线，防止
城市更新变形走样”方面，要求严格控
制大规模拆除，原则上老城区更新单元
（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
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严格控制大
规模增建，原则上更新单元（片区）或项
目内拆建比不宜大于2；严格控制大规
模搬迁，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
地、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确保住

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统筹解决新市
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
房问题，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

在“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
记忆”方面，要求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
持老城格局尺度，延续城市特色风貌。

在“坚持量力而行，稳妥推进改造
提升”方面，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不忽视
地方实际和居民意愿，不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不运动式、盲目实施城市更新；
探索可持续更新模式，不沿用过度房地
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不片面追求规模
扩张带来的短期效益和经济利益；加快

补足功能短板，不做穿衣戴帽、涂脂抹
粉的表面功夫，不搞脱离实际、劳民伤
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提高城市安
全韧性，不重地上轻地下，不过度景观
化、亮化，不增加城市安全风险。

意见反馈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知强调，各地要不断加强实践总
结，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政策，试点探索
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对各市（县）工作的
监督指导，督促对正在建设和已批待建
的城市更新项目进行再评估，重新完善
城市更新试点工作方案，对涉及推倒重
来、大拆大建的要彻底整改。

住建部：严控城市更新中大拆大建
原则上老城区更新或拆除面积不大于总面积20%

本报讯 （记者 周松）8 月 11
日，记者从巴南区公安分局获悉，全市
第一个智能化武装检查站——八公里
检查站日前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站引入安检装备可拆卸
理念，配备公安机关自主研发的新型移
动式智能“拒马”设备，配合检查站设置
的感知预警区、车流引导区、自动化车
检区和拦截区，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城区
智能查缉布控流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智能化检查
站配备了最新人像、车牌识别的设备，
这些设备设置在距离检查站约400米
的龙门架上。在靠近检查站的位置，还
设置有一个专用车辆引导屏，实现了对
进区重点人员、车辆的快速识别预警和
车流分类引导迎检。

据检查站负责人介绍，依靠前端感
知设备的精准感知预警，检查站借助移

动式智能“拒马”，可迅速进行设卡盘
查，做到现场布控三快，即“快设、快检、
快处”。“以前民警现场检查一辆车需要
约3分钟，现在平均3秒即可。”该负责
人介绍说。

下一步，检查站还将增加红外线、
酒精检测、体温检测等集成设备，进一
步提升智慧警务的工作效能和效率。

重庆首座智能化武装检查站投入运行
现场“快设、快检、快处”，平均车检时间从3分钟缩短到3秒

▶8 月 11 日，巴南区八公里检查
站，民警在架设智能化武装检查站。

（巴南区公安分局供图）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有台
媒报道，台美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
海巡联合演练，但台相关部门称并非
事实。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

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了相关报道。我
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民
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玩火，
必将自食恶果。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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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1日就中方召回驻立陶
宛大使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中方宣布召回驻立陶宛
大使后，立陶宛外交部回应称对中方举
动表示“遗憾”，还称本着一个中国原
则，立陶宛同欧盟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
许多国家一样，“决心”发展同台湾的互
利关系。欧盟方面对中方此举表示遗
憾，认为设立台湾“代表处”并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
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

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
国人民绝不答应。

她说，必须指出的是，中立建交以
来，中方始终尊重立方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从未做过有损立国家利益的
事情。立方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
设“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
有权也应当做出正当合理的反应。我
们再次敦促立方不要误判中方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
意志，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承诺，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创
造条件。

就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综合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班发
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11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北部的
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市和巴达赫
尚省首府法扎巴德市。自美国军队5
月1日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迄
今已宣布攻占了总共34个省会城市中

的9个。
美国总统拜登10日说，“阿富汗领

导人必须团结起来，政府军必须要为自
己而战、为国家而战”，他承诺美方将继
续向阿方提供军事援助。拜登当天在
白宫对媒体说，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
汗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9省会城市

拜登称将继续向阿方提供军事援助

这台电梯很“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