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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智能产业新趋势，聚力智能时
代新发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
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5月16日开
幕，千余位智能科技领军人物、知名企业
家及两院院士、专家学者齐聚津门，共享
全球智能盛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长期
以来，让机器更加智能、最大限度地解放
人类劳动，一直是推动全球技术进步和产
业创新的不竭动力，自1956年科学家首
次提出人工智能以来，经过60多年的探
索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
潜力、最具活力、最富想象力的科技产业
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传播知识
社会局主任英德拉吉特·班纳吉表示，人
工智能是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工具、不
同的信息整合起来，产生新的过程、机制，

进而提高生产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提
高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

南京理工大学北方研究院通过研发平
台整合“哈军工”系统校友和技术资源，在
智能机器人相关人才和技术聚集的基础上
再创新，研发了数款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
特种服务智能机器人产品。5月16日上
午，记者在梅江会展中心第二展区看到国
内第一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这款正在巡逻
的机器人，像明星一样受到了观众的热
捧。该研究院在本届世界智能大会上还展
示了全国首块多功能智能水表、全球首款
无人驾驶媒体式洗地机器人、全球领先的
讲解机器人和智能垃圾桶等最新成果。

南京理工大学北方研究院负责人戚
龙江告诉记者，智能巡逻机器人在国内首
次成功实现了激光SLAM技术与履带底
盘机器人的结合，以全球领先的激光
SLAM技术为核心，通过室内实时定位与
建图，集成多重避障方式，可实现玻璃等
透明障碍物的识别以及日间、夜间的正常

工作，保障运行安全。该款机器人具有指
定区域内高清图传、数传等功能，可实现
在楼梯、涉水、颠簸等多种复杂情况下正
常工作，可应用于需要巡逻、巡检的场所，
包括涉密单位、高档社区、监狱等的场景
巡逻任务，以及需要代替人工远程执行高
危任务的场景。

如今，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培养更
多适应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未来人才，南开
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近日陆续成立
人工智能类学院。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
院日前正式揭牌，该学院将重点聚焦人工
智能方法与智能机器人等系统的紧密结
合，用人工智能方法提升机器人智能化水
平，以机器人系统的具体需求来推动人工
智能方法的发展。依托天津大学成立的
天津市人工智能学院，将围绕《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和天津市人工智能产业
布局，建立人工智能专业方向人才培养体
系，支撑未来10年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

“汽车正在经历从燃油汽车到数字化
电动汽车，并将朝着智能化无人驾驶汽车
的方向急速行驶。人工智能为产品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为观众
做了“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主题演讲。

周济认为，智能制造是一个大概念，
一个不断演进的大系统，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产品制
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他认为，
到2035年，各种产品和装备将要从数字
一代发展成为智能一代，一方面将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的智能产品，比如智能终端、
智能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玩具等，
为人民的生活更好地服务。另一方面，将
着重推动重点领域重大装备的智能升级，
特别是智能制造装备。大国重器将装备
大工业大脑，更加先进，更加智能，新一代
智能制造系统出现，将使生产线、车间工
厂发生革命性的大变革，智能产品、智能
车间、智能工厂成为智能生产的主要
载体。

智能发展的“中国智慧”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侧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云南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干流在云
南境内长1560公里，金沙江流域覆盖迪
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曲靖、昭通 7
个州（市），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云南在推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中
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4月28日，云南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云南贯彻落实意见。5月9
日，云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重要战略思想为主题举行集中学习。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在学习总结讲话
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武汉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再
次阐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
要战略思想，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一脉相承，为以长江经济带为
代表的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流域环境
综合治理确立了战略性指导思想、立下
了规矩。要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使命责
任，自觉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
要战略思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云南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专项规划、重大项目、政策措施，印发
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发展云南实施规划》，
并研究制定云南省长江经济带森林和自
然生态保护与恢复、长江岸线（云南段）开
发利用与保护等专项规划，制定推动落后
产能退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

在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云南
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大战略思
想运用到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
领域。

云南省全力实施蓝天、碧水、净
土、国土绿化和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
动，持续加大滇池治理力度，深入实施
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抚仙湖保护治理
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开展“厕所革命”，
全面停止和整顿小水电、小矿山开发，
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深入实施森林云
南建设，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坚决
保护云南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良田
沃 土 。 如 今 ， 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59.7%。2017 年，环境质量指数居全国
第5位，生态保护指数居全国第2位。

云南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与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积极参
与沿江产业承接转移和分工协作，优化长

江沿岸产业布局，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7%，2017年增长9.5%，三次产业结构
从2015年的15.1:39.8:45.1调整为2017
年的14.0:38.6:47.4，高新技术产业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

云南还严格控制化工、冶金、建材等
产业的规模产能，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规划要求的重污染类项目落地，全面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近年来全
省累计压减生铁产能156万吨、粗钢产能
426 万吨，取缔“地条钢”产能 600 万吨，
退出煤炭产能3876万吨，同时加快智慧
旅游建设，培育新产业、新动能。

云南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
压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提升优化省级
空间规划，基本完成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方案，出台国土资源管理、生态保护
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一批重要改革
方案，实现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地方立法。
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认真落实河（湖）长制，建立省级环保督察
机制，实现16个州（市）全覆盖。

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上，云南不回避还存在的问题。云南省相
关职能部门指出，当地部分地方生态文明
观树得不牢，对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
境保护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
足；生态修复、污染治理投入不足，污水处
理厂、垃圾焚烧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

对此，云南省以问题为导向，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全力抓好长江流
域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
聚焦蓝天、碧水、净土、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固体废物处置等突出环境
问题，压实责任、加大投入、群防群治，把
长江经济带云南段建成水清地绿天蓝的
绿色生态廊道。

针对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置问题，云
南环保部门加大了监管执法力度。争取
到中央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对昭通、曲靖、
楚雄、文山、红河等州（市）开展历史遗留
工业固废综合整治。

面对局部地区有生态恶化的趋势，云
南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大力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扎实推进金沙江
沿江两岸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抚
育、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效益补偿等重点生态工程，流
域7州（市）森林覆盖率为56.7%，拥有自
然保护区52个、面积66.6万公顷，占全省
的32.5%和23.2%，局部地区生态恶化的
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对于水污染的问题，云南盯住水环境
质量，全面整治化工企业违法排污、查改
入河排污口，持续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检查和金沙江岸线保护利用专项检查。
目前，云南701个入河排污口已逐个落实
河长，2017年全省主要河流国控、省控监
测断面水质优良率82.6%，长江等六大水
系的主要出境、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保障了碧水清流出云南。

筑牢生态屏障 共护一江清水
——云南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

本报记者 周 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郑 义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6
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
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南
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就是英
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1898 年 11 月 17 日出
生。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
范学堂。1919 年，受五四运动影
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始
了革命的历程。

1921 年，王一飞被派往苏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
1924年6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
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
四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1925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
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不
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
上海和浙江两省的党务工作。在上
海工作期间，王一飞与陆缀雯结
婚。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
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
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
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
芳部激战时，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军事特派
员的身份赴江西前线视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
仑将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反映江西战场
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北伐军继续进军的方针和部署，提
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927 年 1 月，王一飞回到上海后，在周恩来的领导
下，紧张地投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
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并以中
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被派往鄂北指
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但他
在鄂北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北革
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罗亦农前往长沙，负
责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
记。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王一
飞任总指挥。曾与王一飞在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
备长沙暴动的日子里，一飞同志亲自积极组织联系，到处
奔忙，辛苦万分，但他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并经常不断地
鼓励我们。”

12月10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但由于敌我力
量对比悬殊，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再
次笼罩长沙城。反动当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1928年1月11日，由于叛徒告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1月18日，王一飞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
动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没有留下任
何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51
封书信。

文/新华社记者 唐 弢
（据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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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6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南京大学长
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16日
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中国经济全
球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在持续进行
中，要通过技术能力的提升和品牌建设，提高中国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报告将经济动能分解成常
规动能、新动能系列和供给侧动能、需求侧动能、结构转
换动能系列，其中供给侧动能处于上升通道，带来生产率
增长的潜在空间，需求侧动能总体上处于低位徘徊，结构
性动能呈现不同走势，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
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全球化》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分工中大致处于中游地位，且参与程度呈现
出下降趋势，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技术
能力提升和品牌建设等，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

南京大学、光明日报联合发布经济研究报告

本报北京5月16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高温天气
席卷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预警：继5月15日
华东部分省市、重庆、海南中北部出现35℃以上高温，16
日这些地区继续出现高温。与此同时，江汉、华南东部等
地也加入高温战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汉、江南中东部及华
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35℃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
气温将达37℃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浙江、福建、重庆等地民众防范高温影
响，做好防暑准备。

记者了解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中部、江西
中北部等地15日出现35℃以上高温，16日高温天气依
然持续。其中，上海中心气象台、江苏省气象台等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信号，提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浙江嘉兴气象
台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
预计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最高气温可达38℃。

中央气象台持续预警应对高温天气

5月14日，山东省邹平县高新街道

绿蔬源农业合作社农业开发大型喷灌

项目区在进行自动喷灌。近年来，邹平

县充分利用物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应

用以及农业科技，积极发展智慧农业。

当地先后开发出“智慧农业农田监测系

统”“农业大数据信息化平台”“设施农

业气象信息”等监控农业生产的终端系

统，在农田规模化生产信息数据的收

集、农机全程一体化服务的自动化生产

以及设施农业作物生长环境监测等诸

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

董乃德摄

本报北京5月16日讯 记者张雪报
道：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建
设，推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传承发展，经各地申报、专家组初评、
社会公示、评审委员会审议等程序，文化
和旅游部近日确定并公布了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名单，共1082人。
此前，国务院公布了 4 批 1372 个国

家级代表性项目，包含3154个子项，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认定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
国务院新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代表性项
目；二是前三批中无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的项目；三是现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
去世的项目。

在这次评审工作中，文化和旅游部建
立了专家组初评、评审委员会审议和社会
公示等工作制度，确保评审工作公开、公
平、公正。在评审专家组确定推荐名单
后，评审委员会将推荐名单向社会进行了

为期20天的公示，并严谨细致地核实了
公示反馈意见，最终形成了第五批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入选名单。

认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目的是保
护重要知识和技艺的传承骨干，鼓励其发
挥示范作用，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带动传
承人群提高传承实践水平。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后，文化和旅游部将与有关
省（区、市）文化厅（局）一道，秉持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理念，进一步加大对代表性传
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的支持力度，完善代表
性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情况考评和动态
管理机制，营造良好传承环境，推动传承
实践活跃开展。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揭晓
共1082人

智慧农业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