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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2日讯（记者姜天
骄）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根据遥测数据

判断，5月 22日 10时 40分，祝融号火星

车已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

面，开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研究

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

壤特征与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质组

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

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

探测器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发射以

来，在地火转移飞行、环火轨道运行期

间，环绕器配置的中分辨率相机、高分

辨率相机、矿物光谱分析仪、磁强计等7

台科学载荷陆续开机探测，获取科学

数据。

火面工作期间，火星车将按计划开

展巡视区环境感知、火面移动和科学

探测，通过配置的地形相机、多光谱相

机、次表层探测雷达、表面成分探测仪

等 6 台载荷，对巡视区开展详细探测。

同时，环绕器将运行在中继轨道，为火

星车巡视探测提供稳定的中继通信，兼

顾开展环绕探测。

祝融号火星车成功驶上火星表面
将按计划开展巡视区环境感知、火面移动和科学探测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

5月 22日在湖南逝世。噩耗传来，世人哀悼。有

人说，从此春种秋收均与怀念有关；有人说，每个

中国人都应该感谢袁老；有人称他“国士无双”，

造福人类……这些发自肺腑的感言道出人们的

缅怀与痛惜。袁老已逝，他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

遗产，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也感受到信

心和担当。

中国人有信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这是袁隆平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曾几何时，

中国人还为吃饱饭而犯愁。袁老潜心研究一辈

子的杂交稻让人们不再饿肚子，并告诉世界“中

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如今，我国已迈入世界农

业科技大国行列，三大主粮原生质体培养技术

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就以袁老毕生研究的水

稻来说，中国已成为水稻育种技术最先进的国

家，种质资源最丰富，超级稻研究与新品种选育

世界领先。中国是大米产量最高的国家，面积

占全世界水稻面积的 20%，产量占全世界大米

总产的近 40%。中国水稻地域和种类最为丰

富，早中晚稻分明，籼粳糯稻齐全。袁老坚定了

中国粮食安全的道路自信，即使面对国际粮食

波动，中国人最有底气。

中国农业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将坚持创新

和奋斗精神，这是袁隆平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

袁老生前常跟人说起他的两个梦，其中一个是禾

下乘凉梦。在梦里，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

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这显示

了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尽管已经名满

天下，但他仍埋头于田畴，执着耕耘探索，直至生

命的最后岁月，他依然坚持下田。他不停地追求

高产、更高产和高品质、更高品质，从杂交稻到超

级杂交稻到耐盐碱水稻，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

关。他以行动向人们证明，每一步前进，都是创

新的结果和奋斗的成果。这给我们以启迪，无论

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科研还是生产，只要有

这股劲，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乘风破浪，“卡脖

子”现象终将改变。

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和担当，

这是袁隆平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袁老的第二

个梦是杂交稻走向世界、覆盖全球梦。世人皆

知，他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了世

界。他让饥饿远离中国人，也造福世界上那些还

吃不饱饭的人们。如今，中国杂交稻在亚洲、非

洲推广种植面积超过 700 万公顷，联合国粮农组

织已将杂交水稻列为解决粮食短缺的首选技

术。这不仅仅是中国水稻育种家的骄傲，更是中

国对世界粮食安全不可磨灭的贡献，蕴含着中国

人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

斯人已逝，遗产永存。国士无双，风范常

在。共和国永远铭记袁隆平！

“前几天，我们忙着给波兰牛奶厂家打定金，已经付了 1000

多万元。”浙江德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文佳告诉记

者，公司已经包下 3条波兰牛奶生产线的产能，预计今年进口量

将大增；立陶宛的 Machine One激光公司已与宁波舜宇集团达

成共同研发新型车载器件的合作意向，对于 6月份将在宁波举

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Machine One激光公司负责人Tadas充满期待。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积极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等平台扩大自中东欧国家进口商品；继续推进宁

波、沧州等地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产业园建设。

如何“办好博览会、建好示范区”，打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国际会客厅”，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宁波全市上

下正全力探索。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彭佳学表示，宁波

将充分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带动溢出效应，使之与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建设

以及浙洽会紧密联动，高水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市场思维做加法

宁波对接中东欧给双方带来什么？来自生产一线的答案

最直观——那就是更完善的产业体系、更强劲的产业链。

宁波上市公司美诺华一季报近期出炉，实现营收 3.38 亿

元。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美诺华“未来有望依靠高确定性的

Krka欧洲销售产品国内转报及自主研发管线落地，迅速打开国

内市场”。Krka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制药公司。2017年 12月，

Krka联手美诺华在宁波成立合资公司。“Krka公司有技术、产品

及欧洲市场的优势，我们则可以帮他们打开中国市场，让更多

优质药品进入国内。”美诺华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样“1+1>2”的投资，不止在“引进来”，还在“走出去”。

“目前生产线设备已基本制作完成，预计 6月底完成国内调

试，7 月底装船，9 月底运抵波兰工厂进行安装调试，力争明年

3 月投产。”（宁波）拓普集团波兰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心项目负责

人介绍，公司在波兰布局可有效辐射德国等周边国家，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也为公司未来的订单提供充足资源

保障。

宁波敏实集团在塞尔维亚、捷克投资新能源汽配项目，投

资额超过 1.5亿美元；宁波均胜集团在中东欧 5个国家设有生产

基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大框架下，以双向投资为

新引擎，“宁波制造”正跑出国际产能合作的“加速度”。截至 2020年底，中东欧国家在宁波累计

投资2.6亿美元，宁波在中东欧国家累计投资3亿美元，双边投资总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数字思维做乘法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中国市场对接，除了买卖洽谈外，还希望借助宁波发达的跨境电商营销

网络，帮助我们搭建渠道，打开中国大市场。”1 个月前，阿尔巴尼亚的乳企负责人 Kledis Qevani

第一次上线中国—阿尔巴尼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就对宁波满怀期待。 （下转第二版）

5G 网络是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作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关键技

术之一，5G 将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各领域发

展赋能。同时，5G 规模化推进还有待进

一步突破。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5G网络发

展领先。”在日前举行的 2021世界电信和

信息社会日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刘烈宏表示，在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声

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中，我国企业继续

保持全球领先。5G 正加快融入千行百

业，助力其数字化转型。

最大规模商用网络建成

“截至 3月底，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81.9 万个，占全球 70%以上，5G 终端连接

数超过2.8亿，全球最大规模5G商用网络

已在中国建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院长王志勤介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均已完成 5G 独立组网规模部署，

为行业应用奠定良好网络基础。

5G 网络催生出的新应用新场景，将

拉动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边缘计

算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运营

商、互联网企业纷纷看好云计算与数据中

心市场。2020 年，数据中心建设投资达

3000亿元，未来 3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1.4

万亿元——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

预测表明，未来数据中心产业将是一片

蓝海。

“5G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将

有力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发展潜力

巨大。预计到 2025 年，5G 将带动 1.2 万

亿元的网络建设投资，产生 8万亿元相关

信息消费，直接带来经济增加值2.93万亿

元。”刘烈宏表示。

5G网络质量和终端供给能力显著增

强。中国信通院5G云测平台实测数据显

示，一季度，我国5G用户体验下载速度为

374.2Mbps，上传速率为 31.4Mbps，均为

4G的 10倍以上。国际测速机构 3月份数

据显示，我国移动网络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4位，固定宽带速率在全球排名第16位。

行业产业应用陆续落地

“目前，我国5G融合应用已经迈过创

意阶段开始落地，有近 1300 个‘绽放杯’

大赛参赛项目实现商用。”王志勤介绍，在

工厂、医疗等领域已构建有望规模商用的

应用场景，并形成以运营商、行业服务商、

行业客户为主导的商业合作模式。

在制造业生产环节，5G 与超高清视

频、传感器、控制系统等结合，完成质量检

测、AGV（自动导航车）运输、生产数据实

时监测等，助力提质增效。“5G 凭借其大

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点，能够帮助我

们完成许多以前无法实现的工作。”在位

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联塑智慧工厂内，联塑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黄金朝介绍，公司

2019 年与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

公司签订战略协议，共同打造管道建材制

造业“5G+智能制造”应用标杆项目。

由于联塑生产的建材管道产品广泛

应用于水、电、煤、通信等地下封闭场景，

更是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

级工程背后的“潜行者”，因此，对产品的

质量及安全性能要求极高。“以前，我们都

是人工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效率低、

易出错。如今，高清摄像头拍摄的管道和

金属件切面图像，通过5G网络传到云端，

辅以人工智能技术，就能快速计算出产品

缺陷检测结果，有效提高产品良率。”黄金

朝表示。

“以前，工厂内的 AGV 是通过 WiFi

连接，有时会受到电磁干扰，而且小车在

经过不同无线接入点时容易出现网络连

接不稳定问题，导致车辆停顿，影响运输

效率。”广东移动佛山分公司5G应用模块

产品总监余梦影介绍，5G 可以为移动中

的 AGV 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运行环境，

让其与全自动工序无缝配合，产品分拣

更快。

在医疗领域，远程会诊、移动监护、

5G救护车已经在各级诊疗机构从试验走

向临床。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德村村卫生

室，前来就诊的村民告诉记者，过去看病

总要往乡镇医院跑，甚至还要到市级医

院去，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耽误病情。

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利用 5G 网络、远

程医疗平台和工作站一体机，就能将身

体检查结果远程连接到上级医院挂号进

行实时诊断。 （下转第二版）

今年 38 岁的朱健鹏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

士后，去年 7月，他与合伙人创办的青岛慕沃科

技有限公司进驻青岛国际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园区提供了9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和550多平

方米的中试生产车间，并免除3年租金。

“不止硬件，我们更看重的是园区营造的产

业链生态。”朱健鹏介绍，慕沃科技开发的新型

轮胎制造技术——零排放聚氨酯全钢子午线工

程轮胎项目，主要用于生产矿山自卸车用工程

胎，“园区里不少公司就是上下游企业，在科技

成果转化过程中，这种产业链内循环尤为重要，

有效缩短了成果转化时间。”

慕沃科技是青岛市城阳区科技创新生态化

的缩影。通过打造创新载体、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城阳区科技创新“耦合效应”凸显。

“一流的科技园区是科技企业发展最好的

摇篮。”城阳区科技局综合科负责人陈一峰告诉

记者，目前城阳区国家级众创空间达到 6家，市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0家，科技企业加速器2家，

孵化载体在孵企业 775 余家，累计毕业企业

171 家。拥有各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 140 多家，“众多的

科技创新平台，已经在城阳区形成多层次的

‘耦合效应’”。

“这些像果冻一样的小珍珠，原料是从海

藻、海带中提取的天然亲水胶体和膳食纤维，可

用于奶茶、果汁、酸奶等食品。”在位于城阳区

未来科技产业园的青岛海洋食品营养与健康

创新研究院，青岛至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负责人李朋谈起公司主打产品“寒天晶球”信

心满满：“公司入驻研究院后，得到了中国海洋

大学的专业技术支持，产品升级和再开发都没

有问题。”

与李朋合作的青岛海洋食品营养与健康创

新研究院，由中国海洋大学与城阳区共同创立，研究院目前拥有中国海洋

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授权转化发明专利 200 余项，在海洋脂质生

物转化、海洋调味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拥有成套技术成果。

城阳区科技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克克告诉记者，城阳区积

极推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新型科技创新载体。目前围绕轨道交

通、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已与北大、清华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紧密合

作关系，8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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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 日，中交一航局海上施工人员在进行海上风电大直径嵌岩单

桩施工作业（无人机照片）。

当日，一根直径 6.7 米的嵌岩单桩在福建省莆田南日岛西南侧海

域成功植入海底。至此，由福能集团三川海上风电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中交一航局负责施工的 29 台单机容量 7 兆瓦风机（含 6 台嵌岩单

桩基础型式、23 台高桩承台基础型式）植桩全部完成，取得工程重要节

点突破。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