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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何玲玲 袁震宇
王俊禄 黄 筱

来乌镇，看未来。
作为京杭大运河流经节点，浙江

乌镇受“水网”润泽逾千年；运河流淌
2500年后，以互联网之名的“乌镇之
约”再次汇聚世界目光。数度繁华的
乌镇“香市”时光轮转，桑蚕、戏班变
幻为“互联网之光”上炫酷的科技博
览；相比民俗中活跃的摊贩，数字连
接起的参与者更难以估算。

桨声灯影背后的乌镇，是镶嵌
于数字世界的“样板间”，感知互联
网脉动的“活标本”。11月23日至
24日，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
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上，“信息科
技”“数字经济”“科技抗疫”等成为
乌镇“热词”。全球疫情冲击和经济
寒流，阻不断信息科技领域蓬勃的
创新力量，数字赋能下，万物互联、
智能制造仍加速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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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时节，以“数字赋能 共
创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乌镇之约”再
次迎来一次科技盛宴。

当“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在乌
镇上空点亮，互联网科技创新变得
可触可感。

牛奶怎么喝更科学？在牛奶
“白科技”空间，观众通过指纹解
锁，输入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
当天的睡眠质量等，就可以让伊利
和小米联合打造的“智慧大脑”推
荐最适合的牛奶品类。

睡眠质量如何更好？麒盛科技
展出的智能床垫，当人在熟睡之时
会实时监测心率、呼吸、脉搏、血
压、血氧、体温等睡眠数据，当感
应到打鼾时，床头还会自动升起，
有效缓解打鼾。

快递配送如何更高效？阿里巴
巴推出的无人配送机器人“小蛮
驴”，充 4 度电就能跑 100 多公
里，雷暴闪电、高温雨雪以及车
库、隧道等环境均不影响其性能。

……
除了展厅内可观、可感、可触

的“炫科技”外，一度在互联网发
展幕后的“底层赋能者”“基础设
施探路者”也走向台前。

亿级神经元的神经拟态类脑计
算机实现仿生嗅觉感知识别、360
全息星图网络空间测绘系统让网络
攻击无处遁形、美团AI无人配送
方案助力抗疫……23 日举办的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活动中，15项科技成果在万众瞩
目下登场，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
联网、人工智能、高端芯片、5G
网络架构和应用等方面。

年初，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入
选世界“制造业灯塔工厂”。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军旗表示，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工
业互联网，必须突破核心技术，且核
心技术可以“跨界”延伸。比如富士
康的精密刀具团队，目前已研发出掌

握多项核心技术的高铁钢轨铣刀。
6月，中国第一次通过低轨卫

星互联网完成现网5G基站的开通
和测试，这是我国由民营公司生产的
唯一在轨运行的宽带互联网卫星。
银河航天联合创始人、副总裁高千峰
有着更远大的梦想，航天技术正在与
互联网技术加速融合，卫星通信将作
为地面5G网络的有效补充，为地球
上没有网络接入的超过30亿人提供
互联网服务，“希望中国的卫星互联
网建设有一份来自我们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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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人
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不断深入。尤其在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被视为全
球经济复苏新引擎。

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认为，
数字经济表现“抢眼”，展示出巨
大的发展潜能和广阔前景。据权威
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同
比下降4.4%左右，而数字经济增
速将在0.5%左右。

刚刚过去的“双11”，人们从
数千亿元的网络消费中窥见数字经
济的强劲动力。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双
11”购物季，阿里平台上产生的物流
订单达到23.2亿个，比第一个“双
11”增长了9000倍，但运行过程有条
不紊、高效完成，体现了中国数字商
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就。

论坛期间发布的《世界互联网
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互联网
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印证了上
述判断。蓝皮书显示，中国已建成
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截
至2020年5月底，中国光纤端口
总数达8.5亿个，光纤网络全面覆
盖城乡，光纤用户占比达93.1%，
位居世界第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
小涓表示，5G等新技术的应用和
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持续创造出
多个百亿级、千亿级的新型消费。
与会专家认为，依托产业互联网，
消费者、企业和各种生产要素将彼
此联结，不断挖掘用户需求图谱，
同步迭代，实时互动。

嗅到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气
息，“以茶为名却不卖茶”的凤岐
茶社在2015年落户乌镇，茶社展
厅里的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国近
百家农业企业的数据。它在乌镇打
造的智慧农业应用示范点，已实现
生态农业大数据采集、特种稻田机
器人自动执行等工作。

在许多领域，传统的产销方式
被数字化、智能化匹配方式取代。
通过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技术，破土而出的新制造工厂、
率先拥抱新技术的商家，已经在用

“数字武器”打开未来通道。
不久前，第一件“带有生产日期

的衣服”在杭州诞生，消费者惊呼：
“衣服可能比我家牛奶还‘新鲜’！”通
过工厂下订单，7天内生产出来“即卖
即产”，10天左右就能穿上身。更关
键的是，消费者IP可嵌入设计环节，
商家也不产生库存。

作为论坛举办地的浙江，将围
绕打造“互联网+”、生命健康、
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加快推进之
江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良渚实验
室、西湖实验室等重大平台建设，
梳理一批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急
用先行”和前沿技术三类清单进行
联合攻关，让一项项重大技术创新
汇聚起创新强国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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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世界
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依靠数
字技术破解这个难题成为全球共
识，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都因疫情而加速数字化。
“在抗疫中，信息通信技术为

疫情防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
在态势的研判、信息共享、流行病
学的分析等方面显示了巨大能
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视
频演讲中表示，面对全人类的共同
危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国际社会需要携起手来、摒弃分
歧，在疫苗研发、5G医疗、数据
共享等领域开展更高效、更紧密、
更全面的合作。

专家认为，以5G、大数据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在疫情应对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自学说，比如我国各地
依托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开展流
行病学和溯源调查，对密切接触者

“追踪”，大幅提高防控精准度和筛
查效率。再比如，通过“5G+医
疗”，多学科、多专家远程为重症
患者协作诊疗，提升一线医疗救治
水平。此外，通过智慧物流打通堵
点，保障了抗疫物资紧急调配、民
生物资有效供给。

“全球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的实
践再次证明，各国在经济、贸易、
环境、医疗、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
已经成为彼此依存、密不可分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微软全球资深副总
裁，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柯睿杰（Alain Crozier）表
示，微软作为一家国际技术企业，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与合作伙伴、生态
系统一道，运用远程协作、智能会
议、大数据分析等云端服务，共同为
应对疫情、恢复发展而努力。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和电信部
部长塔蒂亚娜·马蒂奇谈到，看到
中国正在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改变全
球商业的未来，该国也致力于发展
这一领域的伙伴关系。通过与阿里
巴巴合作，在塞尔维亚市场推广电
子支付平台，希望由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物流问题和运费增加等问题
尽快得到解决。

新华社杭州11月25日电

从乌镇“热词”看数字“热量”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洞见未来科技新趋向

11月23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浙江乌镇开幕。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
者 罗沙）如果遭受家暴，你可以
勇敢寻求法律的保护！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
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份，在
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设立“法律保
护伞”“隔离墙”。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
力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和中
国女法官协会联合发布人身安全保
护令十大案例，旗帜鲜明向社会表明
多方合力、联合治理家庭暴力，向家
庭暴力坚决说“不”的态度和决心。

注意，这不仅仅是几个案例！
你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不少疑
问，其中都可找到答案。

——如何更加顺利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在一起案例中，陈某在遭丈夫段
某某拳打脚踢后报警。段某某被拘留

10日，却和父母扬言要在拘留期满后
上门报复陈某及其父母。陈某起诉
后，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段
某某对陈某实施辱骂、殴打等形式的
家庭暴力；禁止段某某骚扰、跟踪、接
触陈某及其相关近亲属。

值得称赞的是，陈某具有很强
的法律、证据意识，及时报警、治疗
伤情，保证自身人身安全，保存了各
种能够证明施暴行为和伤害后果的
证据并完整地提供给法庭，让办案
法官能够快速、顺利作出裁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只针对
“硬暴力”？

另一起案例中，赵某因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被丈夫叶某发送大
量短信辱骂、威胁。叶某的短信包
括“不把你全家杀了我誓不为人”
等，之后还向法院提及已购买刀
具。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

法院裁定：禁止叶某骚扰、跟踪、
接触赵某及其父母与弟弟。

遭遇精神暴力，你不必默默忍
受。虽未造成肉体损伤，但若以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侵害精
神的行为，法院亦将对其严令禁
止，给予被侵害人保护。

——同居关系能否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来看这起案例，吴某某与男友
杨某某居住在一起，后吴某某向杨
某某提出分手，杨某某同意。不
料，杨某某开始对吴某某进行跟
踪、骚扰、殴打等，经警察教育、
警告之后仍屡教不改、变本加厉。
吴某某向法院申请后，法院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

划重点！我国反家暴法不仅预
防和制止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
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

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同居关
系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利受到法
律保护。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受
到什么惩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不是“白纸
一张”！一起案例中，包某被男友
洪某殴打、骚扰，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后，洪某无视禁止，继续通过
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骚扰
包某。对此，法院决定对洪某处以
1000元罚款和15日拘留。

法官温馨提示，人身安全保护
令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裁判文书，相关人员必须严
格遵守，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
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
法底线，必须予以严惩。

以案说法，涨涨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知识

漫画：同样保护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新华社记者 王 丁 王圣志 孙清清

被誉为“中原粮仓”的河南省驻马店市，
紧握粮食这张王牌，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
展，以“农头工尾”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建成农产品加工超千亿
产业集群，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原农区
向工业化转型的生动样本。

“院士经济”引发“蝴蝶效应”

在驻马店市正阳县，有一个被农民称赞
的“黏土奇迹”：正阳是黏土地，本不适合
种花生，却成了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

“这背后是科研的力量。”正阳县委书记刘
艳丽说，2017年以来，正阳设立了1个院士工
作站、5个博士工作站，进行花生品种研发和种
植改良，培育出全国第一个亩产达400公斤的
高油酸花生品种，由此释放出“蝴蝶效应”。

如今，正阳常年种植花生170多万亩，
年产量50多万吨，丰富的花生及秸秆资源
吸引鲁花集团、君乐宝等龙头企业入驻。

在正阳鲁花厂灌装车间，全自动生产线
每小时可产6000桶食用油。“两年前，企业来
这儿是看中这里的花生资源，现在一年消耗30
万吨花生，占了全县花生年产量的六成。”正阳
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宫世涛说。

“花生榨油，秸秆养牛”。正阳建起了全省
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牧场以及乳制品加工
厂。“这有13条生产线，日产酸奶600吨。”正阳
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建忠说，去年企
业产能7万吨，带动1800多户农民从事奶牛
养殖、饲草料种植；同时推动物流、包装等10
多个产业发展，辐射带动2000多人就业。

“蝴蝶效应”远非如此。为满足花生生
产需求，正阳兴起了38家花生机械企业，
年产6万多台花生机械，远销苏丹、印尼等
国家。建立了花生现货交易中心、花生产品
电商物流中心和282个电商物流服务站，电
商经营主体达到8500多家。

目前，驻马店市建立院士工作站12个，涵盖
花生、食用菌等特色产业。作为全市“院士经济”
的一个缩影，如今，正阳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有32家、产品有50多种，形成龙头带动、
品牌集中、品类齐全的加工体系，担负起全县九成以上贫困户的精准脱贫任务。

“引进式发展”集聚“规模红利”

在自动化注射液体菌种后，一排排内部装满培养基的透明塑料瓶，通过空中
传输带，被送进能容纳5万瓶的出菇房，经自动抬升被整整齐齐地摆进10层货架
……这是记者在驻马店市泌阳县鲜菇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

作为年产值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泌阳县食用菌产业通过“招大引
强”，正逐步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从昔日低附加值的单一种植，向科
研、精深加工、贸易等全链条产业转型，以产业集群化释放规模红利。

地处伏牛山、桐柏山交汇处的泌阳县，适宜各类食用菌生长，种植面积大，但
是过去附加值低。“集群化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泌阳县委书记张树营说，通
过引进食用菌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关联企业12家，年生产加工能力22万吨，使农
业与现代产业要素紧密融合，附加值和区域影响力明显提高。

今年泌阳食用菌鲜品产量有望达到50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加工率
高达80%，下游开发了休闲食品、菌类药物等新产品，受到市场认可。

泌阳另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是由夏南牛产业引发。通过引进肉牛加
工龙头企业，如今，该县已建成2个存栏超2万头的肉牛规模养殖场，带
动建成年产8万吨的肉牛精饲料加工厂和年产30万吨生物有机肥加工厂。

在肉制品精深加工方面，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一年加工牛肉5万吨，开发有牛排、牛肉干、休闲食品等100多种产
品，七成以上的产品通过电商销售。

张树营介绍，为保障肉制品线上销售，泌阳构建了贯通全国的物流配送体
系，在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建设直营店100多个，打造网络销售终端3500家。

“接二连三”崛起超千亿产业集群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的产业。近年来，驻马店以“农头工尾”为抓手，依托县域发展形成农产品加
工超千亿产业集群，由此推进工业化转型。

驻马店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王忠民介绍，今年2月至4月疫情期间，在面制
品等销量骤增情况下，驻马店销往郑州、长沙、重庆、福州、成都等城市面粉近8万吨、
挂面6.1万吨、食用植物油7200吨，为维护中西部食品市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农业大市，驻马店常年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800万亩，粮食总
产700万吨以上，占河南的1/8。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表示，驻马店紧握
粮食这张王牌，着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研发引进来、加工搞起
来、电商做起来，不断发展和壮大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据统计，驻马店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有1685家，年产值达1800亿元，
是全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和首个超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全市食品工
业“逆势增长”，前三季度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0.53%。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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