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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璇） 记者9月
27日从2021年国庆假期公众出行服
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国庆期间，
全省交通出行呈现公众出行需求强烈、
中短途出行为主、自驾成为主要出行方
式等诸多特点。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日均
出口流量预计达到388万-406万辆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流量最
高日预计为10月1日，达450万辆次，
将超过历史峰值。预计苏州、南京、无
锡、南通等地高速公路流量较大，其中
苏州、南京最高日均流量将超过70万
辆次。

受益于高铁成网效应的加速显现，
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同比继续增长。
国铁上海局预测客流最高峰日将出现
在10月1日，有望创下今年“五一”假

期后单日客发量新高。
受疫情影响，预计机场旅客吞吐

量同比会有较大幅度下降。7 天假
期，全省机场计划执行进出港客运
航班约 6800 班，为去年同期的八成
左右。

“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实
行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江苏交
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海北介
绍，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将增设138处
路面临时救援驻点，增配160余台清障
车辆。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赵广
义提醒，高速公路传统易拥堵路段仍然
面临大流量考验，跨江大桥、枢纽互通、
重点服务区和连接高速公路的部分城
市出入口等节点路段在交通高峰时可
能出现较长时间排队缓行现象。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需求强烈
高速出口流量有望超历史峰值

本报讯 （钱飞 黄灏 任一鸣）
312 国道宁镇段快速化改造工程近
日开工。该工程东起镇江戴家门，
西至南京仙林，全长 35.12 公里，不
设红绿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
里，估算总投资 68亿元。全线预计
2024 年通车，届时镇江主城区到南
京仙林车程将从现在的50分钟缩短
至20分钟。

312 国道宁镇段是连接南京和

镇江的交通大动脉，沿线分布了宁
镇合作区、龙潭港产城融合区、镇江
高新区等两市重要产学研节点。去
年7月，镇江与南京签订《共建G312
产业创新走廊框架协议》。312国道
宁镇段快速化改造项目是产业创新
走廊的重要载体，建成后将激活两
侧3万公顷土地产业活力，有效提升
区域要素流通效率，从而推动 G312
产业创新走廊加速起势。

312国道宁镇段
快速化改造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陈澄）9月27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
组织论坛在昆明开幕，全球“生物多
样性100+案例”同步发布，来自江苏
的“益心华泰 一个长江”生态保护公
益项目入选，并成为“全球特别推荐
案例”。

华泰证券于2018年设立该项目，
携手各界保护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促
进生态保护与资本市场的对话与协
作。在长江源，项目支持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开展物种监测和牧民为主体的社
区保护，建立了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
里的社区保护地，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和
社区均衡发展的解决方案；在长江中下
游，项目各类机构保护流域内长江江
豚、青头潜鸭等11种代表性珍稀濒危
物种及其栖息地，填补部分受威胁物种
的保护空白。

华泰证券首席执行官周易表示，公
司将继续通过“一个长江”项目助力长
江大保护，并发挥深耕资本市场的业务
优势，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益心华泰 一个长江”入选
全球“生物多样性100+案例”

本报讯（许海燕 洪叶）300公斤
的吊桶被缓缓吊起，绕S弯穿过装有传
感器的栏杆，再将吊桶平稳地降落在地
面的靶圆位置，吊桶再次缓缓升起，依
次穿过6个不同高度和偏转角度的窗
框，然后回到起点精准降落……

9月27日，江苏省第二届起重机
司机职业技能大赛在南京开赛。大
赛现场，来自全省13个设区市的78
名选手都在桥门式起重机上完成这些
操作项目，而全程的规定操作时间只
有5分钟。

“技能大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核两个部分，理论考试占比为
30%，实际操作考核占比70%。”南京
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服务中心江北
中心部长蒋强告诉记者，实际操作考
核，主要考核“快、稳、准”。一是选手
操作速度要“快”，体现技能的熟练度，
如果完成时间在4分半钟以内，将会获
得加分，如果超过7分钟，选手的成绩

为零。二是“稳”，体现在选手升起、降
落吊桶过程要稳，此外，经过杆区的
时候，吊桶的摆动幅度不能过大。三
是“准”，吊桶降落的时候，要精准地
落在靶圆位置。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赛难度颇高，
比如，为考验司机操作的稳定性，吊桶
当中的一块钢板上还放置了10颗平衡
钢球，如果在操作过程中钢球掉落，将
会扣分。

省市场监管局特设处副处长许纲表
示，希望通过比赛，促进起重机司机操作
技能和安全意识提高，同时培养一批技
术精湛、作风过硬的优秀操作能手。

据悉，本次获得前3名及单项第1
名的选手，将由省人社厅授予“江苏省
技术能手”称号；由省总工会授予“江苏
省五一创新能手”称号。此外，获得前
3名的选手中，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按程序由团省委授予“江苏省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

省第二届起重机
司机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27日，宜兴市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图为工人在对工程线路进行附件安装。 汤德宏 唐悦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9月 27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圣
火缓缓熄灭，这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举办的全运会圆满落下帷幕。在竞
技体育项目33个大项、296个小项中，
江苏共收获42枚金牌、35枚银牌和39
枚铜牌，参赛成绩居全国第一方阵。

纵横赛场，我们不仅见证了江苏优
势项目更上层楼的“牛气”，更看到了江
苏体育人才梯队完备的“底气”。

积极调整，
奥运健儿“不断电”

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
奥运健儿无疑是本届全运会上万众瞩
目的夺牌焦点。受疫情影响，奥运健儿
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比完奥运
比全运，隔离期间只能进行简单训练，
身体尚未恢复，伤病的困扰……但在本
届全运会上，奥运归来的江苏健儿们克
服不适，积极调整，纵然赛道坎坷，依然

“笑傲江湖”。
张雨霏在东京奥运斩获2金2银，

在个人和接力等项目中“多线作战”的
她，这次全运会也继续当“劳模”，报名
参加了蝶泳、自由泳等多个项目。个人
100米、200米蝶泳成功摘金，50米自
由泳摘银，还和共同参加东京奥运的队
友们组成联合队在两个接力项目上登
上了最高领奖台。

以资格赛第一名强势晋级决赛的

江苏体操男团，终于摘下了久违的全运
体操男子团体金牌。体操是江苏传统
优势项目之一，江苏健儿孙炜和尤浩分
别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体操团体铜牌
和双杠银牌，两人带领包括翁浩、侍聪
等多位国家队队员在内的江苏体操男
团出征全运，可谓是实力“加成”。

虽然许久未进行成套训练，加之赛
程密集、身体疲惫，孙炜和尤浩在团体
比赛中出现了失误，但孙炜六项全部出
战，尤浩在自己擅长的吊环和双杠上都
获得超过15.300的高分，为拼下团体
金牌立下汗马功劳，也让这块金牌实至
名归。

合力打造，
梯队完善有“高招”

看全运，看的不仅是已经走上国际
舞台的国家队运动员，还有在国内舞台
上开始绽放的省队运动员，他们是未来
可期的青年力量。

本届全运会上，江苏队集体球类项
目表现出色，手曲棒垒球全面开花，马
术、滑板等国内“小众”项目中，江苏队
也成绩斐然。在跳水、排球、篮球、沙滩
排球等青年组比赛中，江苏“后浪”斩金
夺银，彰显了江苏体育人才梯队建设完
备、后备力量充足的巨大优势与潜力。

历经4届全运会之后，江苏棒球队
在本届全运会上连克劲敌，终于在决赛
中战胜卫冕冠军天津队，拿到了这枚暌
违近20年的全运金牌。这支平均年龄

23岁、极富战斗力的队伍，于2002年
在无锡成立，是江苏省“省队市办”队伍
中的典型代表。

“省队市办”模式为这支队伍整合
了强大的资源、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先
后请来韩国及中国台湾的教练；加强与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交流；与中国台
湾及韩国、日本等棒球强队过招，“以赛
代练”提升竞技水平。2005年全运会
首秀后，江苏棒球队一步一个脚印，逐
步成长为国内强队。在江苏，“省队市
办”“体教融合”等合力打造的运动队不
在少数，江苏女子垒球队、手球队、滑板
队、马术队……场上，他们斩金夺银；场
下，他们积极培养后备人才，实现队伍
可持续发展。

五人制篮球女子19岁以下组比赛
中，江苏队以73∶48战胜“黑马”湖南队
夺冠，小将罗欣棫整场比赛更是一人拿
下21分。青年女篮强势夺冠，是拥有
67年历史的江苏篮球队完善人才梯队
建设、进行职业化青年运动员培养的最
好写照。

全民健身，
“草根”圆了全运梦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从群众赛事
到展演活动，全运会也为参与全民健身
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本届全
运会已经结束的群众比赛项目中，江苏
共获得6金5银7铜，展演类3个一等
奖、8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

规则与冰壶类似的地掷球项目，首
次作为群众赛事项目亮相全运会，江苏
地掷球队首次组队参赛。领队潘志军
介绍，受疫情影响，江苏地掷球的训练
场地在备战期间未能完成搭建，队伍在
浙江衢州地掷球基地进行了14天的封
闭式训练。

竞技之余，群众项目让更多人享受
到了体育之美。江苏地掷球队队员平
均年龄仅25岁，有4名队员是南京理
工大学体育专业的研究生。队长宋昱
辉曾打过篮球，地掷球项目让他第一次
登上全运舞台。“我们练习时间不长，能
在全运会上和一众强手过招，真的非常
过瘾，希望自己还能有机会参加下一届
全运会。”

对全民健身的热爱，让很多“草根”
圆了“全运梦”。南通市崇川区龙舟队
在本届全运会上“乘风破浪”：参赛的所
有小项均获得前6名，以1银2铜实现
了群众龙舟比赛完美收官。队员姜蕊
是一位普通的80后女干警，一年前，她
机缘巧合接触到了龙舟，从此便爱上了
这项运动。龙舟为她的人生带来全新
的色彩，也让她成为一位“运动员”，在
全运舞台上为家乡争光。

“触手可及”的体育公园、免费开放的
体育场馆、四季不断的群众体育赛事……
近年来，江苏从场馆建设、产业完善、赛
事多元等角度积极发力，为推动全民健
身、打造健康中国不懈努力。第十四届
全运会的圣火虽已熄灭，但全民健身永
远朝气蓬勃。

成绩居全国第一方阵 体育人才梯队完备

从奥运到全运，江苏健儿好样的

□本报记者 陈月飞

9月 26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知识产
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本次立法
突出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对鼓励高质量创造、
促进高质量运用知识产权进行了系统
性规定。

经过多年努力，我省知识产权综合
实力和主要发展指标已位居全国前列，
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出，江苏知
识产权工作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典
型的如高质量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偏少，
知识产权整体质量与运用效益不高，侵
权易发多发、保护不够有力，服务与管
理水平有待提高等。根据我省实际，通
过地方立法为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提
供法治保障很有必要。

我省本次立法注重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以专章鼓励高质量创造、促进高质量
运用。

条例草案要求省政府对我省获得
中国专利奖的专利权人给予奖励，且把

“江苏专利奖”写入法条，明确对在我省
实施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优秀专利项目或者本省优秀发明人给
予奖励，并鼓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开展
优秀专利项目或者优秀发明人的评选。

为促进知识产权质量提升，本次立
法拟建立多项制度。例如，要求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加强对科技创新成果的
管理与服务，逐步建立职务科技成果
披露制度；高校、科研院所持有的知识
产权，可以按照规定自主决定转让、许
可、作价投资，赋予完成人共同所有权
或者长期使用权；鼓励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开展知识产
权市场化运营。条例草案还鼓励有关
组织和个人对技术类职务科技成果进
行知识产权申请前评估，以提升知识
产权产出质量。

为健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本
次立法拟规定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情
况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内容，对
在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放宽职称
申报条件；同时，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
将知识产权纳入课程体系，设立知识产
权专业、学院，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
服务机构等合作，培养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所需人才。

为加大知识产权金融支持力度，条

例草案规定，鼓励金融机构在知识产权
金融产品、服务、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
创新，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风险投资、证
券化、信托等金融服务。有条件的地
方政府、企业可以依法设立知识产权
基金，符合条件的科技创新企业可以
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知识产
权债券等形式融资。

省人大财经委补充建议，梳理现行
具体政策措施，将成熟有效的做法上升
为法治规范，以提升企业和人才的获得
感。如在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方面，
对企业发生的知识产权申请费、注册
费、代理费，研发成果的检索和评议费
用以及专家咨询费等与研发活动直接
相关的费用，按规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惠；在知识产权金融方面，建立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支持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融资；在激发知
识产权人才创造活力方面，注重政策集
成，将知识产权人才政策与财政、税收、
教育、科技、产业等政策相配套相衔接。

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知识产权侵权
风险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
面。省人大财经委认为，条例草案在

“自我保护与社会共治相结合”上还应

给出更具体的规定，如应要求企业事业
单位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健全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合规管理，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还应规定企业事业单
位在开展对外投资、参加展会、招商引
资、产品或者技术进出口业务时，及时
检索、查询有关国家地区的相关知识产
权情况，避免因不知情而导致知识产权
纠纷。

展会、电子商务平台是当前知识产
权纠纷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条例草案
针对一些现实问题重点作了规范。如
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维权难的问题，本次
立法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知识产权
保护规则和维权机制，不得对权利人依
法维权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或者障碍。针
对展会期间知识产权纠纷多发的问题，
规定展会主办方应当与参展方约定参展
期间知识产权保护事项。如果知识产权
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要求参展方停止
侵权行为，参展方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
作出书面答辩并提交相关材料，如未能
提交或不能有效举证，主办方可以要求
参展方撤出该参展项目或者采取遮盖
等方式处理。对有证据证明展会参展
方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责令其
撤展并依法予以处理。

我省为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从创造到运用，立法保护全链条

本报讯（记者 宗祺） 9月26日
至28日，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作为世界
互联网大会“1+3”架构的重要功能板
块，“互联网之光”博览会重点展示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经济、社会
领域数字化改革的最新应用成果。

在博览会的互联网安全专区，“天
蛛”计划展台上方悬空设置展示的“双
单元立方星”卫星模型吸引不少观众驻
足。记者了解到，这颗卫星的制造与集
成、总装与测试等环节工作，均在南京
理工大学完成。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翟立东介绍，
“天蛛”计划建设目标是类似贵州“天
眼”的大科学装置，由中科院联合国内
10余家科研单位以及航天领域企业等
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推进，其中包括南京
理工大学科研团队。

“天蛛”项目面向卫星互联网应用
与安全开展科学研究与应用推广，使地
面互联网与太空互联网安全连接。“通
俗地讲，地上的基站坏了可以人工去
修，天上的信息传输卫星坏了该怎么办
呢？”翟立东说，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地
面做实验场，对卫星及卫星网络、应用
系统进行仿真模拟，借助数字孪生技
术，提前演练模拟所有技术发展可能遇
到的安全场景。作为微纳卫星领域的
佼佼者，南京理工大学技术团队除了参
与卫星制造等工作，
还对卫星安全防护
起到有力支撑。例
如南京理工大学的

“双单元立方星”等
卫星，就是未来“天
蛛”计划的重要仿真
模拟对象，可作为

“演练的靶标”。

南理工参与助力太空网络安全

“天蛛”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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