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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落下帷幕。

听起来“高大上”的服贸会，与我们
的日常生活有何联系？连日来，我们穿
行在本届服贸会各个展馆，触摸服务贸
易发展新趋势带来的生活新变化。

更健康：中医“插上”大数据翅膀

走进健康卫生服务展区，由北京瑶
医医院、北京藏医院等组成的民族医药
展，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从3日开始，我们展区前都排着
长队，医生一刻都没歇。”

北京瑶医医院副院长何芳说，瑶医
历史悠久，诊疗方法上除了望、闻、问、
触，还有甲诊、掌诊、舌诊等，因擅长“治
未病”而流传至今。近年来，民族特色
医学热度逐渐上升，显示人们越来越注
重养身保健。

本届服贸会上，传统中医与现代科
技结合，为健康生活带来更多新方案。

把双手放在检测仪上，只需80秒
即可生成体检报告——一台经络检测
仪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惠柱恩告
诉记者，中医经络检测仪结合中医辨证
经验、中医临床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和
云计算建立分析模型，进行人体功能评
估与风险筛查。人们可以通过报告了
解自身体质状况，得到有针对性的健康
管理指导。

在数字中医展区，一个经络调理机
器人也颇有特色。运用双机械臂模拟
人的双手，30 分钟便可完成精准治
疗。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将传统中
医疗法与柔性机器人、人体三维视觉追
踪、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相结合打造的
智慧中医一体化解决方案。

从去年700平方米的展区，到今年
6600平方米的专题展馆，健康卫生服
务专题展区的“做大”，背后是人们对更
健康生活的日益重视。

更绿色：新材料让我们拥抱
绿色生活

更轻薄、更保暖、更亲民……你有

没有期待过，穿着一身轻薄服装也能够
抵御冬日严寒？

在首钢园区体育服务展馆，参展商
姚盛正在给参观者介绍“叠加态冷隔绝
材料”制作的一款轻薄服装。“叠加态冷
隔绝材料具备隔热、保暖、速干、轻薄和
环保的性能，与普通材料相比，可以使
服装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升5
倍，且价格亲民。”

竹制餐具、竹制家具、竹纤维服
装……在国家会议中心展区，由竹子
作为原材料制作成的生活用品，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

竹子具有可持续、可降解、可循环
的特性，从一次性竹制袋子、瓶子、纸
张、包装、吸管、陶器、杯子和餐具，到更
耐用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外壳、手
表、眼镜和汽车内饰……今天，竹制品
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替代塑料产品。

国际竹藤组织工作人员王旭东介
绍，当前，国际竹藤组织积极倡导“以竹
代塑”，利用速生、绿色可降解的竹材，
替代高能耗、难降解的塑料制品，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更智慧：数字科技让生活添乐趣

熄屏时，它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亮屏
时，它变成一台高科技仪器，不仅可以看到
皮肤表面，还能了解皮肤的深层次状态。

服贸会上，一面“AI魔镜”吸引了
众多观众前来体验。只需拍一张照片，
就能得到测试者皮肤的45项参数状
态，还能推荐个性化皮肤护理方案。

宜远智能创始人吴志力介绍，“AI魔
镜”基于多种传感、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的生活化应用，能帮助人们精准掌
握皮肤状态，有针对性地科学护理。

一个虚拟的“小精灵”在真实的场景
中穿梭……华为工作人员苏小堤介绍，
屏幕上展示的，是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
的AR地图，即使在室内也能实现精准
导航，突破了过去只能在室外导航的限
制，这也是下一代全息互联网场景之一。

“基于5G的AR应用正在走向成
熟商用。通过融合5G、云、AI以及高
效的三维重建和精准的空间计算定位，
实现了虚拟数字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
的无缝融合，带来了全新的交互体验。”
苏小堤说，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运用在北
京坊、首都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等地。

更时尚：数字赋能传统文化
青春面貌

“黑科技”也正在给中华传统文化
增添新的时代色彩。

在服贸会上，通过AR、VR、3D等
高科技手段呈现的“数字故宫”，极具中
华文化特色的“非遗服饰秀”，沉浸式全

景敦煌壁画展等，为我们的文化生活带
来全新的时尚体验。

“观众用手机就能感受到敦煌的数字
艺术展，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还可以与九色鹿、飞天神女拍照留念。”苏
小堤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仿佛千里之外的
敦煌壁画也来到了服贸会现场。

故宫博物院将“紫禁城”搬到了现
场。在“数字文物”分区，故宫博物院分
别展出了“全景故宫”“故宫名画记”“数
字多宝阁”“数字文物库”四个部分。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全景故宫”已覆盖故
宫所有开放区域，采用720度空间影
像，能够看到宫殿内外的每一个细节，
真正实现与普通百姓的“亲密接触”。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得益彰，复
古风与科技感完美融合，更“潮”更“飒”
的中国文化，通过服贸会舞台进一步走
向世界；同时，服贸会也搭建了世界文
化交融、交汇、交流的平台，让更多海外
特色文化走进中国，丰富中国百姓的精
神生活。

服务贸易，交易的是服务，呈现的
是未来更高品质生活的缩影。

这场国际服务贸易盛会虽已落下
帷幕，但一系列彰显高质量发展内涵的
新趋势新变化，必将渗透到未来生活的
方方面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 （新华社电）

扩大服务贸易，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发放6000万元体育消费券
助力全民健身

2017年以来，江苏省体育局连续
5年从省级体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
专项用于发放体育消费券。今年江
苏省体育消费券增加到 6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外，发放3901.5万元普通
消费券、1000 万元社会体育俱乐部
消费券、500 万元青少年游泳培训
券、300 万元苏北青少年健身培训
券、180 万元慢病运动干预消费券、
20万元健身达人消费券。

2021 年江苏省体育消费券采取
“体育+互联网+金融”的方式发放，健
身群众办理“江苏全民健身卡”，通过
专用微信小程序或手机APP领取，并
到体育消费券定点场馆使用。为服
务好健身群众使用体育消费券，江苏
省体育局和各设区市体育局选择确

定了600多家定点服务场馆。这些定
点场馆均作出承诺，将严格遵守属地
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安全有序开放，向
群众提供规范的体育消费券服务。

体彩公益金
助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
票始终以责任为引领、以公益为使
命，积极助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自
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所筹集的公
益金，除用于支持全民健身计划和

“奥运争光”计划外，还广泛用于补充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扶贫、
残疾人事业、法律援助、抗震救灾等
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在江苏，省级体彩公益金为推动
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经济支持。根据《江苏省体育局关
于2020年度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

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
用情况的公告》，2020年江苏省省级
体育彩票公益金共安排支出70148.94
万元，其中，实施群众体育工作48569
万元、占69.24%，实施竞技体育工作
21579.94万元、占30.76%。

2020年，江苏省级彩票公益金在
实施群众体育工作方面的支出主要
用于援建与维护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和捐赠体育健身器材，资助群众体育
组织和队伍建设，资助或组织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等方面。江苏省级体彩
公益金的大力支持，让群众身边的体
育设施得以不断完善，也让全民健身
运动会、全民健身大联动、健康江苏
健步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
和活动得以广泛开展。

此次发放的 6000万元体育消费
券，将促进公共体育资源共享，吸引
更多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助
推健康江苏建设。

江苏省体育局发放6000万元消费券
资金全部来源于省级体彩公益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激励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回补和潜力释
放，8月28日，江苏省体育局正式启动发放2021年体育消费券，消费券总额达6000万
元，其资金全部来源于江苏省级体彩公益金。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
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保驾护航下，
苏州冰雪运动产业迎来发展机遇，
滑雪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在体
彩公益金的推动下，苏州的冰雪运
动已经加足马力，驶入全面发展的

“快车道”。
为推动冰雪运动开展，苏州坚

持规划先行，明确了专业训练与全
民健身协调发展的方向。2016 年 2
月，江苏省体育局决定组建“江苏
省速滑(滑冰轮滑)队”，这是全国首
支速滑两栖运动队，由苏州市体育
局负责“省队市办”，该项目培养
出了郭丹、张弛、李思杉等一批国
际顶尖的轮滑运动员。

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众健身
娱乐活动之一，轮滑非常贴近中国人
当前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娱乐需
要。2016年11月，苏州第一个真冰
场在大运城开业，深受群众欢迎。目
前，苏州市内的6家真冰场都把青少
年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每个冰场都

有专业的冰上项目教练，成立相应的
冰球队，努力培养青年冰雪人才，让
苏州的冰雪运动发展迅速。

苏州冰雪运动的发展和普及，
得到了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多
年来，苏州体育彩票销售及筹集的
公益金数量在全省领先并位居全国
大中城市前列。据统计，自苏州正
式发行电脑型体育彩票以来，截至
2021 年 7月，累计销量突破 500 亿
元，筹集的体彩公益金累计超过45
亿元。2020年度，苏州市本级体彩
公益金安排项目近20个，资金总额
上亿元，其中有8000多万元投入苏
州市“全民健身计划”项目中，占
比超 80%，主要用于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维护及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和
场地等方面。还有超过2000万元用
于支持“奥运争光”项目，主要用
于苏州太湖国际马拉松赛、CBA男
篮赛、全国青少年系列赛及冰雪轮
滑等各类重大比赛及体育后备人才
的培养和输送等方面。

苏州体彩公益金
催生冰雪运动热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洪都拉斯有
关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中方欢迎一切认同支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
是死路一条，‘金元外交’的伎俩遭
人唾弃，任何逆历史潮流、挟洋自重
的图谋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汪文
斌说。

外交部正告台湾当局：

挟洋自重注定失败

新华社电 有媒体报道，洪都拉
斯总统竞选人称若胜选将同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民进党当局借此对大陆
污蔑攻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7
日应询表示，我有关部门已表明我严
正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台湾问题。

她表示，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
政治本性，颠倒黑白，自欺欺人，企图
在国际上离间生事，更是不自量力。

国台办批民进党当局：

在国际上离间生事是不自量力

记者7日从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据初步
统计，本届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672
个，其中，成交项目类642个，投资类
223个，协定协议类200个，权威发布类
158个、联盟平台类46个、首发创新类
139个、评选推荐类264个。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二级巡视员王志华表示，本届服贸会
突出展示了数字贸易、5G通讯、工业物

联网、智慧办公、区块链创新等新业态
新模式，充分交流新理念、展示新服
务、发布新成果。同时，充分运用数字
技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同步推进屏对屏、面对面的政企对接、
产学对接、企业交流和洽谈，充分展现
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巨
大潜力。

“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的“一会
两馆”布局，是本届服贸会的一大特

色。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说，服贸
会在延续使用国家会议中心基础上，首
次启用北京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
园区作为专题场馆，结合工业风貌和
奥运元素，打造了特色场馆群，给观众
带来独具特色的游历感和空间体验。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
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
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据新华社电）

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600余个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吴良有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些地方为
加快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出台了限制性
措施，针对这一类情况，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
以及时纠正。

“个别地区存在对未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
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
情况。”吴良有说，还有个别地区单位组
织人员到外地接种。这些做法违背了
接种的原则，也给群众造成不便。

吴良有表示，要按照知情、同意、自
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并强调出台接种政策措施时一
定要严谨审慎，认真评估，确保依法依
规，严守安全底线。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各
地用好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的措
施，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
种捆绑。

吴良有强调，疫苗接种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适龄无禁忌人群
要应接尽接，这是公民履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义务，希望各地深入细致、尽
心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保护好群众的健康权益。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公众如
何安全出行？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在假期期间，不
提倡聚集和聚会，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
聚集。公众在出行之前要了解目的地
的疫情防控等级，如果是中高风险地区
就不能前往，如果所在地是中高风险地
区，也不能出行。

国家卫健委：

出台限制性措施违背疫苗接种原则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