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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期5
天的第 22届工博会在上海如期举
行，呈现新技术新产品近500项，创
历史之最。

为科技界、工业界提供四海一家
的开放舞台，工博会有力支持构建新
发展格局，赋能世界产业创新发展，
助力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

首发云集、火速下单，工博
会折射行业新动向

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24.5万平
方米，设有九大专业展，共有来自22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0家企业参
展。据悉，今年有近500项新技术和
新产品是国内甚至全球首发，远远高
于上一届工博会的300多项。

机器人展馆里人声鼎沸。连续
多年参展的新松，今年推出了“火弧”
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中空弓形手臂
减少工件干涉，可坐式或吊装，具有
高精度、高速度、高稳定性，胜任小回
转半径和狭窄区域作业。新品一经
亮相便受到高度关注，已有19家企
业在展会现场与新松达成近200套
订购合同。

美的集团带来了库卡、美云智
数、安得智联以及中央空调四大业务
板块，占地近千平方米，是这次独立
参展面积最大的企业。其中，库卡展
出了首款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小型机
器人。库卡中国产品线经理郝文斌
说：“它能在0摄氏度至55摄氏度正
常运转，尤其适用于作业精准度要求
严苛的电子行业。”

除了最热门的机器人展，工博会
上还有很多看点，比如在博世力士乐
构建的“未来工厂”中，智能动态物流
车将物料运输、生产装配、人工智能
检测等环节串联起来，借助3D摄像、
投影提示拣货等技术，帮助工人更高
效精准地完成生产工序。

疫情使得很多行业对智能化转
型的需求更加迫切。思爱普数字化

供应链卓越中心总监邱宪宗深有感
触地说：“很多工厂复工之初人不够
用，如何转型成为实际问题，我们今
年收到的需求比往年多得多。”为了
更好地满足市场，思爱普一次性展出
7项产品和解决方案。

从国之重器到民之利器，中
国“智造”加速跑

今年工博会上，一批国之重器集
中亮相，备受瞩目。比如北斗三号中
科院导航卫星，作为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核心星座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本
届工博会唯一特别大奖。

据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副院长林宝军介绍，该产品攻克
了50余项关键技术，助力北斗提前
完成全球系统组网建设。

“北斗看似高大上，实则接地气，
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应用范围包括智

能手机、身份认证、珠峰测高、灾害救
援等。”林宝军说，在西北，农民种土
豆时犁地犁不直会出现青土豆，卖不
出价钱。在犁上装上北斗接收机产
品，就能实现精确定位。

值得一看的还有来自上汽集团
的“5G+L4智能重卡”。上汽集团副
总工程师郝景贤说，融合了人工智
能、5G等先进技术的智能重卡，在东
海大桥上的通行时速达到60公里至
80公里，队列行驶间距缩小到17米，
通行率提高50%。“10余米长的重卡
在狭窄库位中整体入库成功率高达
100%，倒车平均用时70秒，比熟练
驾驶员的效率都高。”根据规划，

“5G+L4智能重卡”年内将完成2万
个标准集装箱运输任务。

除了上述获得工博会大奖的展
品，展会上还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

“高精尖”产品。比如，运用5G技术

的磁控胶囊胃镜移动检查车，能把医
生的手臂和眼睛延伸到“千里”之外。

立足“大循环”打通“双循
环”，工博会为制造业复苏注入
信心

“本届工博会对提振全球工业经
济信心、彰显我国改革开放决心具有
特殊的作用，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
入信心和动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装
备工业一司副司长石红艳说，工博会
的举办恰逢其时。

适逢中意两国建交50周年，今年
工博会专门设置意大利国家馆，面积超
过1200平方米，包括玛莎拉蒂、歌诗达
邮轮等40多家意大利企业参展，深入
推动中意两国制造业领域合作交流。

首次参加工博会的圣东尼（上海）
针织机器有限公司产品副总裁蒂齐亚
诺·圣多尼尼说，工博会的舞台将帮助
我们提升形象，接触更多客户。

博世力士乐中国自动化与电气
控制事业部产品管理经理程至悠说：

“工博会是我们今年参与的最大工业
展会。我们深耕中国市场，将推出更
符合中国智能制造的产品，此次工博
会的部分展品未来将在中国逐步实
现本土化生产。”

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工业巨头
ABB。“我们在许多行业中看到了新
的机遇，比如新能源汽车、5G、电商
物流以及医疗健康等服务机器人能
够大显身手的领域。”ABB（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顾纯元说。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表示，工博
会作为一张亮眼的世界级会展名片，为
国内国外、线上线下工业企业搭建了共
享共赢的交流平台。在这里，开放旗帜
将举得更高，合作步伐将走得更稳。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说，期待各方用好工博会这个平台，
交流新技术，拓展新领域，共同引领
推动全球工业繁荣发展。

（新华社上海9月18日电）

新品迭出 “智造”吸睛

工博会按下产业复苏“信心键”

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任国强1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就解放军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
练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近一段时间以来，美
台互动频繁，昨日更有美国副国务卿
访台。请问对此如何评论？解放军
对此有何应对措施？

任国强说，今日开始，中国人民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织实
战化演练。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

正当必要行动。台湾是中国领土神
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国强说，近期，美国和民进
党当局加紧勾连，频繁制造事端，
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挟洋自重，都
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玩
火者必自焚！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
能力，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

“台独”分裂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解放军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8 日发布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
年》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部维
和专题型白皮书。国防部维和事
务中心主任罗为、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任国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
传局潘庆华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闻发言人胡凯红在发布会上介
绍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30年》白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
了记者提问。

首部维和白皮书的“五个首次”

胡凯红说，白皮书全文约1.4万
字，由前言、正文、结束语和附录4部
分组成，以中、英、法、俄、德、西、阿、
日等8个语种发表。

任国强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是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
维和峰会5周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在这个重要
历史节点，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军队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
全面回顾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30年来的历程、实践和贡献，全
面展示中国军队落实习近平主席出
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宣布承诺的重
要成果，系统阐述中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心使命和政策主
张，深入阐明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
出征，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坚定力量。

罗为说，《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30年》作为中国政府发表
的首部以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为主题的专题型白皮书，具有
很强的系统性、权威性和创新性，主
要特点可以归纳为“5个首次”：

——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军队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心和使命。

——首次系统构建了中国军队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体系。

——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军队在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承担的主要任务。

——首次详细介绍了5年来中国
全面落实联合国维和峰会承诺情况。

——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军队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愿景和倡议。

中国军队维和30年贡献重大

罗为说，30年来，中国军队累计
派出官兵4万多人次，参加了25项联
合国维和行动，有16名官兵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
与9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
组织开展了合作与交流。中国是联

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也是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
的国家。

罗为说，中国坚决支持联合国妇
女、和平与安全议程，30年来，中国军
队先后派出1000多名女性官兵参加
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还有85名女
性军人在联合国总部和多个特派团
执行维和任务。

潘庆华说，长期以来，中国军队
在参与监督停火、稳定局势、保护平
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等维和行动
任务中，广泛传递推动维和国际合作
的真诚意愿，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用真情播撒希望、守护和平，
用实际行动彰显大国担当、大爱情
怀，赢得了联合国和驻在国人民的真
诚赞誉。

“中国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
牺牲。”潘庆华说，30年来，一批又一
批的中国维和军人为世界和平英勇
出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先后有

16名中国军人为了人类和平事业，献
出了宝贵生命。

“中国军队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力量。”任国强说。

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维和
峰会承诺

罗为说，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
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宣布支持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6项承诺。5年来，中国
政府和军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主
席的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履行相关
承诺。

“5年来，我们组建完成8000人
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先后派出25
批7000多人次的支援保障力量，为
60多个国家培训维和、扫雷等相关
人员2800多人。”罗为说，中国军队
派出由4架直升机组成的首支维和
直升机分队，对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
无偿军事援助正在积极落实之中。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已经安排了23个项目1000多万美
元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目
前，有2521名中国维和官兵在8个
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部执行维和
任务。

中国维和部队4项措施有
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罗为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后，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海
外遂行任务军队人员的疫情防控工
作，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积极措施。

“在疫情防控上，我们主要采取
了以下4项措施。”罗为说，一是建立
海外维和部队疫情报告应急响应机
制；二是从严加强人员管控；三是积
极做好物资的筹措和医疗救治；四是
严密做好派遣前准备和回国后的隔
离检疫。

“目前，中国海外维和人员都处
于健康状态。”罗为说。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国军队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国新办举行《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发布会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18日发布
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达 12043 亿元，同比增长
5.3%，增幅较7月份提高1个百分
点，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

前8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26768 亿元，同比下降
7.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59259亿元，同比下降10.1%；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7509亿
元，同比下降5.1%。全国税收收入
108236亿元，同比下降7.6%；非税
收入18532亿元，同比下降7%。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前8
个月累计，国内增值税38086亿元，
同比下降15.2%；国内消费税9822

亿元，同比下降5.7%；企业所得税
29382亿元，同比下降5.3%；个人所
得税7640亿元，同比增长5.9%；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9552亿元，同
比下降11.5%；关税1653亿元，同比
下降12.8%。

财政支出方面，8月份，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16426亿元，同比增长
8.7%，主要是各地抓紧推进重大项目
实施，直达资金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

前8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49925 亿元，同比下降
2.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21276亿元，同比下降4.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8649亿
元，同比下降1.7%。

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5.3%

据新华社电 为加强对性侵未成
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最高检、教育
部、公安部近期联合发文，要求在全
国建立入职查询制度，对具有性侵违
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中小学校、幼儿
园不得录用，教师认定机构不得认定
教师资格。

这份《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
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规
定，以下情况应当进行查询：一是中
小学校（含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
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师、行政人
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

工作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应当进行
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二是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在认定教师资格前应
当对申请人员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
息查询。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
好在职教职员工相关违法犯罪信息
的筛查。

此外，由于高校的学生大多已成
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体制比较复
杂，因此意见规定，对高校教职员工
以及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机构
工作人员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参照本意见执行。

三部门联合发文：

这些人员不得招录为教职工

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机器人展区内的各类机器人在现
场展示各自的“绝活”。图为16日在展会现场拍摄的工业机器人。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17
日以243票赞成、164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所有形式的与
新冠病毒相关的反亚裔情绪”，包括

“中国病毒”提法。
决议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疾控中心均已申明，将病毒名称与特
定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污名
化做法。决议谴责一切与新冠疫情
相关的具有种族歧视、排外或反亚裔
情绪的言论，并呼吁联邦执法部门与
地方当局合作，将对亚裔施暴的犯罪
者绳之以法。

投票前，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
批评一些华盛顿政客助长了对亚裔的

偏见，指责白宫“使用危险、虚假和冒
犯性的术语描述新冠病毒”。佩洛西
说：“正如（美国）疾控中心卫生官员所
说，污名化是公众健康的敌人。”

这项决议不具强制约束力，不需
要送参议院批准或总统签署。今年
早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
员、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等3
名参议员在国会参议院发起类似决
议，但参议院尚未投票表决。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地针
对亚裔美国人的骚扰和暴力事件增
加。美国媒体和专家指出，一些政客
反复使用“中国病毒”之类的提法，助
长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

美众议院通过决议
谴责“中国病毒”表述

据新华社电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透露，截至
9月18日8时30分，“天问一号”探
测器飞行里程已达1.55亿公里，距
离地球1800万公里。

张荣桥 18 日在福州举行的
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说，“天问一
号”飞行期间已成功完成地月合影获
取、首次轨道中途修正、载荷自检等
工作。目前各系统工作正常，探测器
状态良好。

今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天

问一号”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
个月，预计2021年2月被火星引力
捕获，进入环火轨道，着陆巡视器预
计于2021年5月降落火星。

“火星捕获和着陆是后续飞行过
程的重大难点，由于我们对火星环境
的细节知之甚少，还可能遇到各种各
样的风险，当前工程队伍仍在不断研
究完善飞行控制方案和故障预案，距
工程成功还任重道远。”张荣桥说。

如果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
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一
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巡视”
三个目标的国家。

“天问一号”已飞行1.55亿公里

代号为“快速三叉戟-2020”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17日在乌克兰西
部利沃夫州拉开帷幕。图为乌克兰士兵在演习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