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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发现可快速处理抗生素残留污染的新技术
➡抗菌药品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但一些药品在环境中的残留也给人类健

康带来威胁。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黄青研究员课题组与企业合作研
究发现，使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可高效快速地降解医疗废水中的诺氟沙星、土霉
素、四环素等抗生素残留。国际环境领域学术期刊《光化层》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据新华社）

新华社成都 9 月 8 日电 （记者
童芳）据四川内江市应急管理局通报，
9月8日6时42分，四川内江市威远县
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
至9月8日18时，地震已致1人死亡、
63人受伤，其中重伤3人。

此次地震受灾乡镇63个，受灾人
数10883人，房屋倒塌132间、严重受
损161间、轻微受损4880间，转移并安
置受灾群众2417人。

截至记者发稿时统计，内江市出动
救援力量共4781人次，其中民兵预备
役1230人，武警106人，消防救援人员

80人，公安干警2000余人，安全生产
救援人员27人，医护人员140人次，电
力救援人员654人次、交通544人次。
已紧急转移和分散安置受灾人口823
人；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下拨棉被4000
床；内江市应急管理局紧急调拨帐篷
200顶到市中区；内江市红十字会捐赠
的20顶帐篷、200个家庭包已调拨到
威远县。

目前，因地震供电中断的2.4万余
户居民已全部恢复供电。灾区社会稳
定，相关灾情核查、应急救援及善后处
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四川威远发生5.4级地震
已致1人死亡63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记者
于文静）近期，猪肉供给和价格问题受
到社会关注。记者8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8月31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
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
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17条政策
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
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对2020年底前新
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和禁
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
予适当补助，支持动物防疫、粪污处理、
养殖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
设；2019年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资金规模，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动物疫病防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猪场
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年12月31日，在延长期内，将符

合规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
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自2019年5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暂时将能繁母猪保
额从1000-1200元增加至1500元、育
肥猪保额从500-600元增加至800元，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
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扩大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
2020年择优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
万头以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年实施生猪良
种补贴，补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不
超过40元；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
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
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
市要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
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用，对非洲猪瘟
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
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

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
养殖用地方面，生猪养殖用地按农

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合
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
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
需耕地占补平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
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
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
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
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
用地需求。

禁养区划定方面，依法科学划定禁
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
其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
划定依据；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立
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
形；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策支持，对禁
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户，
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求的
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对确
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严

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运输方面，从2019年9月1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
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
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抵押贷款方面，在辽宁、河南、广
东、重庆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
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具备生
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
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开
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对符合授信
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种猪场（地
方猪保种场）、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屠宰
加工企业，不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

农机方面，将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
的机具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省级补贴
范围，对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
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
农机装备应补尽补。

多部门出台17条硬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包括基础设施、贷款贴息、保险、推动粪污处理、补贴补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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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智博会期间，在重庆高新区
承办的“智造·未来——AI时代重塑
制造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上，创新工
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人工智能领
域世界级专家周志华，信号处理、机器
学习与生物医学工程科学家 Jose
C. Principe 等行业专家悉数登场，
为重庆“把脉 AI 时代，开启智造未
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智博会期
间，科学城布局也初露端倪，人工智能
生态企业圈将落户科学城。

这场论坛的意义何在？人工智能
生态企业圈落户科学城，将对这座城
市带来什么变化？

科学城布局初露端倪
一大批人工智能企业扛起“大旗”

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

而深远影响。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才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重庆这座城市，需要新
的经济增长极，需要创新驱动的新引
擎，需要启动这台引擎的“金钥匙”。

“中国AI发展势不可挡”“很多国
家用的AI技术会来自中国”“全世界
都缺人工智能人才”……“AI时代重
塑制造产业新格局高峰论坛”上，重庆
高新区向国内外行业专家借人借智。
专家们认为，这把含金量极高的钥匙，
就是人工智能。

论坛后，重庆高新区进行集中签
约，高举人工智能这把“金钥匙”：人工
智能生态企业圈落户科学城，一大批
人工智能企业扛起了建设人工智能生
态企业圈的“大旗”——

华为与重庆市政府签约，将以鲲
鹏处理器为依托共建鲲鹏计算产业生
态重庆中心，选址科学城西永板块。

创新奇智和中冶赛迪集团合资成
立的制造业子公司赛迪奇智正式落户
科学城，双方将结合各自在工业制造
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携手拓展华
西区智能化产业建设，为实体经济赋
能。同时，创新奇智还与海康威视、哈
工大机器人公司、重庆大学产研院、重
庆科技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等企业和
高校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构建重庆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圈。

范式特联人工智能产业实验室
项目拟在科学城建设联合实验室，利
用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商，发
挥其在银行、保险、政务、能源、智能
制造等领域布局的人工智能项目优
势，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标杆和示范
项目。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车路协同项
目拟在科学城建设智能驾驶研究院，
开展V2X车联网、自动驾驶、远程遥

控矿卡和智能冷藏车等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业务。

打造人工智能生态企业圈
科学城前期建设的第一步

目前，重庆高新区正致力打造的
人工智能生态企业圈，与科学城产业
布局息息相关。

今年4月，重庆市委、市政府作出打
造重庆高新区发展升级版的决策部署，
坚持科学规划引领，高标准规划和建设
科学城，引领带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两山、两江之间”的重庆西部槽
谷地带，即是科学城。在大数据智能
化这一强劲引擎拉动下，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大批优秀企业和项目落户与沉
淀，形成良好的生态企业圈，才能助推
实体经济赋能。据重庆高新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打造人工智能生态企业圈，

是科学城前期建设的第一步，未来将
会有更多的生态企业圈、产业集聚圈
容纳予科学城。

围绕“人—科—产—城”多维度需
求，重庆高新区将充分发掘寨山坪等
自然生态，高标准建设科学公园、科学
会堂，精心打造梁滩河生态水系绿色
长廊，布局畅通南北高新主干道，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新区，发扬诚信
务实作风，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营
商环境。

高标准规划和建设科学城
把握智能制造主攻方向

关于如何利用智能制造这张牌来
助力科学城建设和升级版打造，重庆
高新区早就有了明确规划。

重庆高新区将从5个方面来加快
智能制造发展。一是加快智能制造装

备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
装备（产品）中的融合应用，促进智能
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石墨烯新材料
等产品研发、设计和产业化。二是加
强关键技术创新。立足发挥科学城的
创新资源“磁吸”作用，加快整合大学
城科教资源，为实现制造装备和制造
过程的智能化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加
快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建设。加强“人
科产城”融合协同，完善创新生态圈系
列配套设施，前瞻性完善交通、居住、
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配套。四是加
快工业互联网发展。利用忽米网国家
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平台等企业的
技术优势，推动制造企业开展工厂内
网络升级改造。五是加快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推广。选择华润微电子、东方
鑫源、隆鑫通用等骨干企业，开展智能
制造新模式试点示范，形成有效的经
验和模式。 杨飞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生态企业圈落户科学城

新华社香港 9 月 8 日电 （记者
陈昊佺）早上7时的香港，繁华都市还
未完全苏醒，维多利亚港在清晨雾气笼
罩下依然朦胧，但湾仔金紫荆广场上早
已聚集了数百名市民，等待着参加8时
举行的升旗仪式。

此次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由香港
升旗队总会主持。香港升旗队总会理
事兼副总监黄凤意向记者介绍，自从香
港回归以来，金紫荆广场上每天都会举
行升旗仪式，特区政府从2008年开始
邀请青年团体在每月第二个星期日在
广场负责升旗，香港升旗队总会便是被
邀请的负责团体之一。

“这在当下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升国旗仪式可以让香港市民，尤其是香
港的年轻人理解和尊重国家，增强对自
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黄凤意说。

今年63岁的香港市民曾素玉早早
就领着二十多个街坊赶来参加升旗仪
式。她说，自己看到最近香港有人侮辱
国旗、国徽，内心十分气愤，所以约上朋
友一起参加升旗仪式。

“我们这群老街坊可是付出了几十
年的努力才把香港建设得繁荣安定，怎
么能由着这么一小部分人把我们的家
毁于一旦。”曾素玉说，“我们或许是‘沉
默的大多数’，但遇到这种事情不可能
不发声。”

临近8时，广场上的市民越聚越
多，其中不少人身穿红衣，手持国旗，
兴奋地在“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金紫
荆）雕塑下自拍留念。而身穿海蓝色
制服、佩戴金色绶带的升旗队员们更
是成为人群焦点，屡屡被现场群众邀
请合照。

7时55分，《歌唱祖国》伴奏响起，
现场近千名观礼群众自发合唱。“歌唱
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嘹亮的歌声响彻维港，直到音乐伴奏结
束，市民的歌声仍未停息。

在歌声和欢呼声中，由香港升旗队
总会成人队员以及学生队员组成的护
旗队将国旗与特区区旗送抵广场旗杆
下。

“向国旗敬礼！”一声令下，五星红
旗和紫荆花红旗在7时 59分徐徐升
起。观礼群众全体肃立，高唱国歌，注
视着两面红旗在八点准时升至旗杆顶
端。“中国万岁！”现场市民高喊口号，挥
动自带的国旗，广场仿佛变成红色的海
洋，与飘扬在蓝天上的两抹鲜红交相辉
映。

今年13岁的萧同学是护旗队中的
一员。他认为，参与升旗仪式是为国家
出力，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国旗是不容

践踏的，需要我们去尊重珍惜，那些挑
起事端污损国旗的人十分可耻。”萧同
学说，他已经把守卫国旗当成自己的责
任。

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
致力于推广学校及团体的升旗文化，让
学生和社会大众通过亲身参与，认识国

家、关心国家，增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是专注在教育界进行升国旗教育的青
少年制服团体，多年来在全港中小学协
助成立了420支升旗队。

“我们一直觉得在青少年学生群体
里推广升国旗文化非常重要。”黄凤意
表示，“即使在最近社会动乱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很多学校里的学生还是能保
持端正态度参加升旗仪式。这体现了
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在未来也会继续
努力推广升国旗文化。”

黄凤意说，关键是要通过庄严的升
旗仪式，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
豪。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旁国旗飘扬

当暴力行为对准每天服务数百
万人次的香港交通命脉时，暴徒们
已经把全体市民绑架在其一己私念
之上。时至如今，任何借口都已无
法再美化其恶行，如果任由情况继
续，香港社会将付出更加巨大和沉
重的代价。

十分明显，暴徒们的行为已完
全与和平表达诉求无关，滋长的戾
气下，他们只是在寻找发泄仇恨和
不满的目标。破坏地铁设施、在闹

市纵火……种种行径不仅展现其疯
狂和无知，更暴露其完全漠视他人
需要及权利的可怕心态，毫无疑问，
他们就是当下社会安宁和市民安全
的最大威胁。

令人惊讶的是，香港社会仍有
一些人对暴力采取极为容忍的态
度，并不愿与其“割席”。事实上，这
正助长了暴徒们的嚣张，令其误以
为社会支持或接受他们的所谓“抗
争”，并活在自我美化的幻梦中。爱

护香港的“沉默大多数”们，现在已
经到了必须站出来，明确对暴力大
声说“不”的时候了。

法治需要彰显，社会需要安定，
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混乱与失
序的香港。当前，特区政府已将与
社会各界对话作为解决社会困局的
方法，每一位理性的香港人都应认
真思考，努力在建设性的框架下为
香港谋求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任暴
力在种种口号的掩护下，一次次在
街头上演，一次次伤害生活在这块
土地上的无辜者们。

（新华社香港9月8日电）

勿以口号美化罪恶 勿以私念绑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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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 9 月 8 日电 （记
者 荆淮侨 王浩明 夏亮）尽管易建
联拿到全场最高的 27分，但最后时
刻球队进攻乏力，中国队8日最终以
73:86不敌尼日利亚队，未能获得直接
晋级东京奥运会的名额。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中国队不敌
尼日利亚队后表示：“我辜负了球迷的
期待。大家对世界杯期待很大，但我们
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不论是没进十
六强也好，还是没有直接拿到奥运会资
格也好，但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都
要争取。”

“这一次算是我们又一次睁眼看世

界吧。世界的水平与我们（拉得）真是
越来越大了，我们必须去努力地爬，从
职业联赛到培训，再到青少年的体教结
合。我们有坚定的决心走下去。”姚明
坚定地说，“我不会停止改革，我们不能
半途而废，必须更为坚定地走下去。我
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格局，必须向着世
界先进的水平去看齐。”

与此同时，姚明也回应了外界对
于主教练李楠的质疑。“教练组尽了
所有的努力，带领我们的球队，团结
我们的球队。我们有很多问题，这些
问题不是一个教练组可以解决的。”
姚明说。

奇迹未能出现

中国男篮未能直通东京奥运会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记
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0.13万亿元，同比增长3.6%，延续
外贸平稳发展态势。

约20万亿元大盘子中，出口10.95
万亿元，增长6.1%；进口9.18万亿元，
增长0.8%；贸易顺差1.77万亿元，扩大
46%。

8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72万
亿元，增长0.1%。其中，出口1.48万亿
元，增长2.6%；进口1.24万亿元，下降
2.6% ；贸 易 顺 差 2396 亿 元 ，扩 大
41.8%。

从贸易类型看，前8个月，我国一
般贸易进出口 12.03 万亿元，增长
5.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8%，比去

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以保税物流
方式进出口2.31万亿元，增长9.9%，占
11.5%。其中，出口7679.7亿元，增长
14%；进口1.55万亿元，增长8%。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东盟
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
于整体。

数据还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均保持增长。其中，机
电产品出口6.34万亿元，增长5.6%，占
出口总值的57.9%。服装鞋类等7大
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13万亿
元，增长7.3%，占出口总值的19.4%。

进口方面，我国原油、煤、天然气等
商品进口量增加，铁矿砂、大豆进口量
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现。

我国前8月外贸增长3.6%延续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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