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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和刘延东、刘奇葆、李源
潮、万钢等领导同志，17 日下午
来到中国科技馆，参加全国科普日
北京主场活动。刘云山指出，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科
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更好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世界科技
强国建设。

今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吸引了各界群众和青少年前来参
观。下午3时许，刘云山首先来到南

大厅观看“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了解信息技术变迁过程，并一起编
织寓意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

“登高望远”织锦。在绿色核能展区，
刘云山参观了华龙一号和三代核电
站主控室模型，听取专家介绍，强调
要加强科普宣传，让更多公众了解
核电、支持核电事业发展。

国防科技展区通过多媒体与实
物生动展示空中作战、联合作战场
景，刘云山驻足观看并与专家交流，
强调要做好国防科普，增强公众国防
意识和爱国热情。在垃圾变身展区，
刘云山详细了解焚烧发电、变废为宝
过程，指出要倡导科学合理的垃圾分

类处理方式，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
参与度。看到小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
小实验，刘云山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长大后研究出更多科技成果。刘云山
还听取了“海洋科考直播课堂”“健康
伴我行”等活动介绍。

参观结束时，刘云山说，科学
普及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性
工程，要持之以恒推进科普工作，
让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在人们心里
扎下根来。要坚持科普为民惠民，
广泛开展贴近基层群众的科普活
动，解疑释惑、回应关切，更好服
务群众生产生活。要突出做好青少
年科普工作，组织好科技进校园、

进课堂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学习科
学知识、激发科学兴趣，从小种下
科学的种子。要创新科普内容、科
普方式，积极推进科普信息化建
设，发挥好互联网、手机等在科普
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
大对科普工作支持力度，科协要当
好科普工作主力军，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积极投身科普实践，为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贡献力量。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是
“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
各地将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 1.1
万多场科普活动。北京主场活动时
间为9月14日至18日。

刘云山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强调

扎实推进科普常态化长效化
更好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 大众创业
经济新风潮

北京会场主题展设在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15
日8时，在等候进场时，笔者与一
位身材瘦高、身着文化衫的创业者
不期而遇。他叫孔博，他与同事一
起，将自家种植的新鲜农产品运到
了展会现场。

2012 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
的孔博回到家乡北京密云创立了

“密农人家”平台。扎根密云农村
5年，孔博利用互联网对当地农产
品进行推广销售。

“刚创业那会儿，我每天起早
贪黑，开着电动三轮车满北京送
菜。”回忆起创业历程，孔博感慨
地说。2016年，“密农人家”的销
售额已突破2500万元，带动300余
农户生产实现了种植转型。

“大学期间在实验室的一次光
学加密试验，让我意识到光学加密
与智能防盗锁两者之间的绝佳搭
配。”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勾春蕾
已经成为河北驰凯科技有限公司
CEO，在展台前，他一边滔滔不
绝地向参观者讲述他们研发的锁具
如何便利，一边通过手机App比划
如何开锁。凭借项目的实用性和创
新性，勾春蕾团队研发的光学智能
防盗锁在各种创新创业大赛上屡获
嘉奖。

近年来，众多高校科研人员以
联合创业、产学研结合等方法加快
转化科研成果。因此，北京会场还

特意开设了科研人员创业创新转化
项目专场。例如，被誉为“中国
3D 打印第一人”的颜永年如今已
年近八旬，然而，面对全国双创热
潮，颜永年仍然奋斗在科研成果转
化的道路上。近几年，他将研发重
点放在激光选区熔化与激光熔敷沉
积成形上，继续钻研推进金属 3D
打印产业化。

■ 万众创新
驱动产业升级

四四方方的无人配送车“钻”
到架子下方，左右旋转几下后，将
快递“扛”在身上……在京东集团
展台前，无人配送车的演示吸引了
不少观众。京东集团展台负责人阙

兴涛向笔者介绍说，除无人配送车
之外，京东在智能化分拣机器人、
配送无人机、无人仓等科技领域也
都取得了很多进展。

“我们公司已经在 8 月底获得
陕西省全境的无人机空域书面批
文，这是国内第一张覆盖全省范围
的无人机空域批文。”阙兴涛说。

在北京会场内，随处可见创
意十足的创新项目，覆盖人工智
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各大领
域。今年北京会场主题展示面积
达 1.2 万平方米，面积较去年增加
了 1 倍，是 3 年来展示面积最大的
一次。全球领先的自主创新基因
检测平台、国内领先的工业物联
网云平台、国内首款神经外科手
术机器人等创新项目都展示在了
观众面前。

核心技术备受瞩目。在灵犀
AR团队的展台前，不少观众对桌
上摆着的最轻薄AR眼镜原型机好
奇不已，纷纷上前亲自体验使用效
果。灵犀团队负责人介绍说，他们
团队负责的主要是AR眼镜的核心
部件——光学引擎。目前他们所研
发出的 AR 镜片，厚度仅 1.7mm，
是世界上最薄的AR镜片。

会场内处处有机器人的身影。
除了搜狗“汪仔”外，达闼科技的
云端智能机器人也成为了会场内的
一大焦点。达闼科技相关负责人告
诉笔者，这款机器人的主要工作是
迎宾、接待，目前已在很多行业投
入使用，如中国移动营业厅、中国
银行营业厅等。公司还计划让它提
供类似于保姆的看护服务。

双创活动周 展现新动能
潘旭涛 车雨浓 郭超凯

9月 15日，为期7天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简称
“全国双创活动周”）在上海主会场、北京会场、全国各地及海外
分会场同步开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17 日，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的统筹指导下，经广东省相
关单位共同努力，“百名红通人员”
第95号王林娟回国投案。

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
45人。

王林娟系广东省邮政速递物流有
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快件监管中心原经
理助理，涉嫌挪用公款罪，于 2011
年12月逃往加拿大。

“百名红通”第95号回国投案“百名红通”第95号回国投案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86周年，沈阳铁路局长春电务段近日组
织党员干部参观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纪振洪摄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9月17日，
由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主办
的“ 秦 汉 文
明”展在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
馆开幕。图为
观众在参观兵
马俑。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秦汉文明”展在国博开幕

本报北京9月 16日电 （记者石
畅）《科普时报》今天正式创刊。

据悉，《科普时报》 每周出版一
期，每期对开八版，是中国第一份综
合性科普周报。为适应当前移动互联
网传播环境，《科普时报》 将打通纸
媒、互联网、移动端的采编环节，组
建统一的全媒体采访编辑部门，形成

与全媒体相适应的采编流程。
同日上线的科普全媒体平台，包

括科普时报、中国科普网、三微（微博
微信微视频）一端（移动端）以及科米
直播。全媒体平台将运用VR、AR、MR
等新技术手段，利用纸媒、网媒、移动
新媒体、直播等多种形式和传播渠道，
打造全媒体科普宣传服务创新平台。

综合性周报《科普时报》创刊综合性周报《科普时报》创刊

▲图为瑞典王国驻中国大使林戴安 （右三），孤
帆 （右二），瑞典王国驻华文化参赞马福力 （右一）
和3位前中国驻瑞典外交官在开幕式上。

瑞中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展举办

▼ 图 为 孤
帆为屠呦呦设
计的赠送给诺
贝尔博物馆永
久收藏的景德
镇烫金瓷盘。

本报烟台 9 月 16
日电 （记 者潘旭涛）
2017 医药创新与发展
国际会议 16 日在山东
烟台开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
局长孙咸泽在致辞中指出，经过多年
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

市场，正在从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
新强国转变。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进
程加快，中国企业获得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 （FDA） 批准的产品数量从
2014年的4个上升到2016年的17个。

据了解，会议举办地烟台是首

批国家健康城市试点
和首批国家医养结合
试点，在医药产品创
新 方 面 走 在 全 国 前

列。目前烟台确立了打造千亿级医
药健康产业、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
新示范区的发展目标。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9 月 17
日，新建京张
高铁河北省
怀来县境内
的跨大秦线
铁路土木特
大桥连续梁
双转体精准
对位成功。图
为工程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京张高铁特大桥成功转体对位京张高铁特大桥成功转体对位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生日会上的生日会

9 月 17 日 ， 41 名
准备参加由人民日报
社和甘肃省委省政府
主办的 2017“一带一
路”媒体合作论坛的
外媒记者走进古丝绸
之路重镇玉门市。

当 天 恰 逢 多 哥
《新闻报》 特刊主编科
库·卡塔卡和斯里兰卡

《新闻双周刊》 专栏作
家佩雷拉的生日。

图为科库·卡塔卡
（右一） 和佩雷拉 （右
二） 在生日会上。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本报北京 9月 17 日电 （任涛、
叶雷） 瑞中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展日前
在瑞典驻中国使馆亮相，拉开今年在
华举办的瑞典文化年大幕。

作为瑞典文化年的重要项目，这
次展览重点展示中国传统瓷器的精湛
造诣和瑞典现代瓷器艺术的异域风

情。其中瑞典文化年文化特使、国
际著名时尚大师孤帆 （Galo） 先生

（瑞典籍华人） 创作的瓷器作品在此
次展览中集中展出。他曾为中国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屠呦呦设计
参加诺贝尔颁奖盛典的服饰和赠送
瑞典王室的礼物。

图为在“双创促升级”展区内，参观者在向达闼科技机
器人“黄小达”咨询。 车雨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