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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4日 星期三 / 国内国际新闻 /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一年一度

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是观察我国数字经济
新动向的重要窗口。

8月22日至24日，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在重庆举行。记者在本届智博会采访发现，数
字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层出不
穷，与传统产业融合日益深入，引领着美好智慧生
活，并已成为国际合作重点领域，为经济社会发展
插上“数字翅膀”。

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释放发展新动能

掉头、转弯、停车……坐在一个独立的驾驶舱
内，就能对行驶在路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远程控
制。亮相本届智博会的5G云代驾舱，代表着自动
驾驶领域的新成果。

“在5G云代驾舱屏幕上，可以观察到车辆周围
360度的情况，实时跟踪车辆行驶状况，通过远程
操作对车辆进行控制。”现场工作人员说。

这是数字经济创造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层出
不穷，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
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7.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开启，数字化转型已然成
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科学院院士梅
宏在线上举行的本届智博会高峰会上致辞时说。

在创造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同时，数字技
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日益深入，成为助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数字引擎”。

机器人挥舞着“手臂”，抓起一台发动机放到生
产线上，仅需几分钟就组装、检测完毕，机器人又将
其放回原位……本届智博会上，一条以1：1比例打
造的智能化生产线格外“吸睛”。

“这套智能化解决方案已经在康佳、宗申等多
家工厂应用，据初步测算，人工成本将节省70%以
上，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忽米网技术副总裁姜
仁杰说。

传统产业因数字技术而焕然一新的案例不断
亮相——

AI工业设备卫士，具有设备健康智能评估、设
备故障辅助诊断等功能，比人工检测效率提升50%
以上；基于通信塔打造的“铁塔+5G+AI”的铁塔视联系统，可
用于森林防火、水域监测等领域；钢铁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
让吨钢成本降低25元……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球数
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显示，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
经济平均增速为15.9%；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由20.9%提升
至39.8%，占比年均提升约2.1个百分点。

新应用、新体验、新场景：引领美好智慧生活

“打开天窗。”听到工作人员的指令，展车天窗缓缓打开。
在智博会上，汽车搭载最新的车外语音交互系统，克服复杂

环境下的噪声以及远距离识别问题，实现稳定的车外语音交互。
“驾乘汽车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车主

在打开车门前就能‘唤醒’汽车，执行开启天窗、空调等操作，
将帮助改善驾乘体验。”现场工作人员说。

当数字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系列新应用、新体验、
新场景，引领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智慧生活——

在智能卧室，一句语音指令就能“唤醒”智能
家居，窗帘自动打开，电视机自动播放今日天气、
家中环境数据等；

在智能阳台，洗衣机洗完衣服，晾衣架会自动
下降，挂好衣物后，晾衣架再自动上升；

在智能厨房，可以在操作台自动生成的烹饪
方式指引下制作美食，操作台、橱柜彼此智能交
互，遇到漏水、漏气，阀门将自动关闭，并将异常情
况推送到手机上；

……
“智慧城市是数字化集大成者。”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智慧城市将实现科
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运转。

无人驾驶汽车模拟器让驾驶员身临其境体验
无人驾驶的快乐；公交智能调度管理系统助力疏解
交通拥堵；基于三维图形引擎、多维数据接入平台
等核心技术，构建城市数字孪生底座，解锁智慧城
市新图景……一系列前沿技术创新应用，让市民全
方位享受智慧生活。

“数字技术已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度融
合，创造出一幕幕数字时代特有的新场景，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重庆市综合经济
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说。

新领域、新空间、新机遇：推动迈向更
高水平开放

本届智博会上，新加坡企业艾蒂凯斯公司带来
一款智能上肢反馈康复系统——遭受中风等神经
损伤的人群玩一玩系统设计的各类小游戏，可以用
来进行康复训练。

作为本届智博会的联合主办方之一，新加坡组
织56家企业以线上或线下形式参加本届智博会，
所展示成果聚焦科技与贸易、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等
领域。

“我们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智博会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将有效促进中新两国企业间的交流
和合作。”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中国区司长
庄庆维说。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国际合作新的重
点领域。中国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
数字经济合作新空间。

一组数据印证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19个
国家和地区的550余家单位参与本届智博会，带来最新智能
化成果，共打造1500余个应用场景。

奥地利本次携10家智能技术及应用企业参加智博会，涉
及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奥地利MUT环保技术与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此次带来
的是小型集装箱式污水处理系统。“它的优势在于摆放灵活、控制
便捷，能够广泛应用于偏远山区、旅游景区、高速公路等场景。”公
司负责人付雯雯说，公司期待与中国更多地区开展合作。

奥地利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处高级项目经理顾奕明说，
中国正在寻求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希望通过这次参展，让
更多中国人了解奥地利在相关领域的实力，帮助企业开拓中
国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彰显出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

（记者 李勇 王金涛 赵宇飞 李晓婷 朱高祥）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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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2日电 （记
者 王卓伦 张天朗）以色列22日首次
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以第二大国际机场拉
蒙机场，约40名巴勒斯坦人当天从该机
场乘坐航班前往塞浦路斯城市拉纳卡。

以色列国防部下设的政府领土活动
协调处当天发表声明说，“巴勒斯坦人首
次登上了从拉蒙机场飞往拉纳卡的国际
航班”，以方仍在努力让更多的巴勒斯坦
人通过该机场乘坐航班。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报道，约

40名巴勒斯坦人乘坐以方组织的大巴
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拉姆安拉、纳
布卢斯和杰里科抵达拉蒙机场，飞往拉纳
卡的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执
飞。该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说，这批巴勒
斯坦乘客中包括医生、药剂师及其配偶，
他们前往拉纳卡参加医学会议和度假。

巴勒斯坦交通部发言人穆萨·拉哈
勒日前对媒体表示，以方从未与巴勒斯
坦政府沟通协调开放拉蒙机场安排，以
方仅仅是想获得经济收益，而且“侵犯了

巴勒斯坦主权和拥有机场的权利”。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占领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当前，绝
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离开巴以地区的通道
为约旦河西岸地区与约旦之间的艾伦比
桥陆路口岸。

拉蒙机场位于以色列南部红海城市
埃拉特附近，是仅次于特拉维夫附近的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以色列第二大机
场。受地理位置影响和新冠疫情冲击，
该机场2019年启用以来客流量较小。

以色列首次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以第二大国际机场

□新华社记者 刘济美

从驰援武汉架起中国抗疫的“空
中走廊”，到援外抗疫为全球防疫做出
中国贡献；从数次接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到跨洲飞行不断扩大中国“朋友
圈”……列装运-20以来，中部战区空
军航空兵某团不断延伸新航迹，展示
了中国空军的“鲲鹏”之翼。

“鲲鹏”腾飞

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之际，习
主席强调，“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空军”。这个接装运-20不久
的空军航空兵团队，从此有了更为明
确的目标方向——提升中国空军战略
投送能力。

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
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
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而军
用大型运输机，则是实现一支军队远
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

“运-20列装以来，我们考虑的首
要问题便是如何驾驭新战机迅速融入
新体系，真正为打造出一支过硬的战
略空军提供支撑。”团长李彦深知将要
面对的挑战。该团着眼实战需求，努
力把各项训练向体系作战靠拢。

从运-8改装运-20，既是装备性
能的跨代升级，更是实现从战役投送
向战略投送、由全国投送向全球投送
的转型。

这也倒逼着飞行员的能力拓展进
入加速度。“以往飞行员只管飞行，现
在还要兼顾领航、通信等数项工作。
飞行员需要全盘考虑问题，包括飞行
的每一个细节。”有400多小时飞行经
验的王羽灏感到了本领恐慌。

驾驭大国“鲲鹏”的每个机组都是

一个作战单元，必须人人技术精湛、能
力过硬。为了对接未来实战的要求，
王羽灏和战友们在磨炼自身能力的同
时，也努力探寻着战机性能的边界
值。一次次近乎极限的训练，给了他
们胜战的底气。

换装以来，这个团经受住了多种
任务的考验，他们多次大规模、多批次
上高原、出远海，实施无气象资料、无
对空标识、无地面引导“三无条件”下
空投，全方位锤炼部队战略投送能力。

助力抗疫

作为国家和军队重要的空中运输
力量，空军航空兵某团真正做到当祖
国和人民需要时，运-20能冲锋在前。

前不久，为支援上海市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这个团数架运-20连续出
征，把军队抽组的卫勤力量从全国各
地空运至上海。

2020年 2月13日，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空军首次成体系大
规模出动现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空
运任务。这是运-20首次参加非战争军
事行动。运-20领衔的运输机群飞抵武
汉天河机场，每隔3分钟就精准降落1
架，展示了大国空军不同区域起飞、同一
地点集结降落的强大运输能力。

那一天，这个团机长教官、特级飞
行员张磊驾驶运-20，搭载上百名军队
医护人员和大量救援物资降落天河机
场的照片，迅速刷屏，极大地提振了全
国人民的抗疫信心。时至今日，提及
此事，张磊依然感慨不已：“那一刻，全
国人民仿佛都与我们在一起，成了‘鲲
鹏’团队的一员！”

跨洲越洋

在团荣誉室，一张标有红旗的航
迹图格外醒目：汤加、俄罗斯、韩国、马
尔代夫、泰国、所罗门群岛、缅甸、斯里
兰卡……这个“鲲鹏”团队，正将航线
延伸向广阔的世界。

2022年 1月，南太平洋汤加王国
洪阿哈阿帕伊岛的海底火山突然喷
发。应该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
求，中国派遣 2架运-20向汤加运送
救灾物资。接受任务后，这个团飞行
员周函和战友们驾驶运-20，搭载饮
用水、帐篷、无线电通信设备等数十
吨应急和灾后重建物资，昼夜兼程，
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给汤加人
民。

“置身于距离祖国一万多公里的
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国际机场，看到
机身上‘中国空军’四个大字，一种荣
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提起那段经
历，周函满是自豪。

一次次领命出征，一次次不辱使
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
国军队形象的“名片”，扩大了中国“朋
友圈”。

“担当大国空军使命，需要完成好
一次次具体的飞行任务。”团政委倪明
说。作为彰显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的重
要力量，这个团出色完成了联合国维
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多国联合
军演等多样化运输任务，航迹延伸至
境外多国，不断续写着中国空军的“鲲
鹏”故事。

（参与采写 李晨 龙德勇）
（新华社郑州8月23日电）

““鲲鹏鲲鹏””展翅入云霄展翅入云霄
——来自空军航来自空军航空兵某团的报告空兵某团的报告

新华社昆明 8月 23 日电 （记者
王研）记者从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办获悉，
8月 23日上午9时，随着中方3艘执法
艇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码
头鸣笛启航，第120次中老缅泰湄公河
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按照行动方案，在为期4天 3夜的
时间内，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参与联
合行动。各方执法人员将严格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采取“非接触”方式
在澜沧江—湄公河有关水域开展联合巡
逻执法活动。

行动前，中老缅泰四方通过视频会
议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信息交流会，重
点对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等有关事宜
进行磋商，相互通报打击整治涉枪爆物
品犯罪工作情况及成果，并就下一步工
作达成共识。

第120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我们在战位报告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为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任务以
及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务院决
定开展第九次大督查。按照统一安
排，19 个国务院督查组分赴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河南
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
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等 19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工作。

国务院督查组将围绕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聚焦稳增长、稳
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开展督查，同时对2021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一些地
方“三公”经费不减反增、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措施防止层
层加码等情况进行核查，推动解决政策
措施落实的堵点痛点。

实地督查中，国务院督查组将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带着线
索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坚持把
三分之二以上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
上的时间精力用于线索核查、暗访督
查，坚持督帮一体，着力实现督查提质
增效与减轻基层负担并举，以实际行动
回应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切。

国务院督查组分赴1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8月 23日，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附近的马来西亚国家动
物园，大熊猫“靓靓”（后）和
它的宝宝“升谊”享用生日大
餐。8 月 23 日，旅马大熊猫

“兴兴”和“靓靓”迎来 16岁生
日，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特
地为它们准备了生日大餐，
为这对“夫妇”庆祝。“兴兴”
和“靓靓”2014 年租借给马来
西亚，先后产下三个宝宝。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旅 马 大 熊 猫
“兴兴”和“靓靓”
迎来16岁生日

8月23日，青岛自贸全球消费综合体项目部“清凉驿站”的工作人员在工地为建设者送饮料入夏以来，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铁建
工青岛各项目部在施工一线建起“清凉驿站”，为建设者送上饮料、防暑药品等，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山东青岛：“清凉驿站”关爱建设者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运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运--2020飞机进行释飞机进行释
放干扰弹训练放干扰弹训练（（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010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