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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A级旅游景区
有 序 恢 复 开 放

让城市更聪明，
让百姓更方便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王 宁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贾 楠

5月18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廊坊国
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与往年不
同的是，今年的“5·18”经洽会将探索网
上办会办展、招商引资新模式。这是疫
情发生以来，国内首个全程搬上互联网
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经贸洽谈会。

新动能、新机遇。通过网络直播、
视频连线、虚拟展馆等形式，经洽会将
举办开幕式、重点项目签约、两项高端
会议、8 场专题对接活动、7 项展览展示
等19项主要活动，宣传推介河北发展机
遇、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国际投资、提升
开放水平，让科技赋能，云端发力，打造
永不落幕的“5·18”经洽会。

这是创新版的经洽会

——创新招商引资模式，
真正实现“一展通全球”

线上听行业大咖真知灼见，网上游
虚拟展馆如临其境，云端谈商务合作机
遇无限。

今年，网上“5·18”经洽会将给参展
观众带来全新体验：打开手机，动动手
指，便能足不出户全程参与。

大会开幕式和两项高端会议、8 场
专题对接活动，全部采取网上直播、现
场录制、远程会议等方式进行，利用信
息化技术打破地域空间限制，通过互联
网链接世界，实现无差别的参会体验。

网上虚拟展馆利用VR、AR等数字
化技术，实现 3D 虚拟漫游与 720°无死
角全景相结合。点击产品，语音播报、
文字介绍扑面而来。依托导航地图，各
展厅展品方位清晰，手指轻划即可看遍
展馆。一个个虚拟展馆跃然“屏”上，沉
浸式体验让网上“5·18”经洽会散发出
新的魅力。

其中，临空经济产业展和智能产业
产品展还将在虎牙、快手、京东云等直
播平台为参展企业开通直播间。参展
观众可在网上展厅直接点击进入，实现

“一对一”洽谈交流和“一对多”直播
带货。

线上展览有新意，创新服务更给
力。本届经洽会将发布一批全省重点
招商项目，境内外客商可在“5·18”经洽
会官网检索项目信息。省商务厅及各
市还设立了定向网上洽谈室，实现客商
与招商人员“一对一”视频对接洽谈。
同时，他们还利用大数据集成，瞄准专
业客商定向推送信息，实现精准对接。

为保证网上办会效果，我省聘请多
年服务博鳌亚洲论坛的直播团队，为主
要活动提供直播技术服务。利用华为
公司先进成熟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
技术，与国内外嘉宾客商和分会场实现
视频连线。还选用中国联通5G宽带提
供基础网络支撑，新建近 500 个 5G 基
站，保障现场连线运行通畅。

“‘云上’举办经洽会不仅是特殊时

期催生的创新，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到
渠成的结果。特别是在 5G、云计算、大
数据、VR等新兴技术加持下，数字化展
示空间得以构建，从而形成全方位、立
体化的线上招商引资新模式，真正实现

‘一展通全球’。”省商务厅副厅长安静
表示。

这是升级版的经洽会

——汇聚前沿科技，推动
产业提质升级

被誉为“世界临空经济之父”的美
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约翰·卡萨达，
以及来自德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家
的临空产业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将
以视频连线等形式出席第三届中国国
际临空经济发展高端会议，探讨临空经
济区域多元化发展。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日本半
导体制造装置协会、韩国显示产业协会
等境内外专业协会负责人和行业龙头
企业高管，以及全球知名咨询机构代
表，将出席2020年全球显示产业春季行
业趋势发布会，权威发布全球显示行业
春季数据报告。

本届大会规模大、水准高，大咖
云集。

来自制造业、新能源、互联网、临空
经济、新型显示等行业领域的世界 500
强、大型央企、知名民企以及商协会机
构的行业领军人物，或现场参会、或视
频连线，发表前沿观点，为产业发展把
脉护航。

美国艾默生、日本三菱、百度Apol-
lo、华为、腾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将带来
高端产品和尖端技术，涵盖生产工艺技
术设备研发、制造、集成全过程，以智能
化、数字化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是智能产业产品展的参展企业之
一。此次参展，他们带来智能工厂设备
方面的最新成果——半导体产线搬运
机器人。在无人工厂中，机器人能够将
12 寸晶圆片盒快速、准确、安全地搬运
到指定位置。

该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唐世弋表
示，晶圆等半导体物料价值较高，需要
在洁净等级极高的无尘室内流转。机
器人的导入，大幅提升了物料搬运效
率，降低了人力搬运成本。此外，还可
通过定制化方式为半导体工厂提供物
料智能搬运解决方案。唐世弋希望与
更多上下游的河北企业进行接洽，带动
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以大数据、智能化等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已成为创新最
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最强的技
术创新领域，是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支
撑。今年的网上‘5·18’经洽会，我省将
智能产业产品展作为重要活动之一，全
方位、多角度展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产品发展的特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
内生动力。”安静介绍。

这是永久版的经洽会

——实现常态化招商，打
造永不落幕的“5·18”

在网上“5·18”经洽会举行前，荷兰
星达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郭远芳和他
的团队就非常忙碌，优化临空经济产业
展虚拟展馆的企业展示页面，对产品视
频介绍内容进行调整……争取以最好
的效果展示给国内外的参展商。

今年初，荷兰星达航空有限公司正
式入驻河北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
廊坊区域，投资设立子公司。“今年的

‘5·18’经洽会，7项展览展示全部上网，
而且在官网常年展示，这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长期的营销平台和展示窗口，将有
助于企业深耕中国市场。”郭远芳说。

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带来的项目对
接、贸易洽谈方式的新变化，今年“5·
18”经洽会网上办，不只是“疫”时之
需，更是信息化时代办展办会的长期
趋势。

“线上经洽会沉浸式的交互体验，
快速的宣传传播效果，不受时间、空间
限制的在线洽谈、预约和签单模式，是
线下经洽会无法比拟的。”安静表示，但
线上达成的协议，需要在线下落地，基
于此，本届经洽会将整合线上线下展会
资源，打造全渠道同步营销互动的办会
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参会各方，打
造永不落幕的“5·18”。

注重近远期结合。既筹办好当前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经洽会各项活
动，又根据各地实际，着眼长远谋划好
后疫情时代常年网上经贸洽谈活动，实
现常态化招商引资。8场专题对接活动
内容将通过网络直播或视频回放形式
在“5·18”经洽会官网发布，7 项展览展
示的虚拟展馆在“5·18”经洽会官网常
年展示。

深化办展办会实效。既坚持线上
推介洽谈，又坚持一企一策、一项目一
策，针对投资企业关心的问题，制定具
体支持政策，提供好要素保障，力争达
成更多长期合作意向，促进更多项目
落地。“聚焦项目对接和贸易洽谈，本
届经洽会将举办重点合作项目（云）签
约仪式，一批优质高端项目将落户河
北。”廊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永
清介绍，截至目前，廊坊市已谋划 41 项
重点项目，涉及现代服务、高端制造、
电子信息、新材料、临空供应链等行业
领域。

“网”聚新动能，“云”开新机遇。在
科技升级、模式创新之下，已经走过 36
年的“5·18”经洽会必将焕发新的生
命力。

“云端”发力 打造招商引资新样本
——写在网上“5·18”经洽会开幕之际

5月17日，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在做2020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网上）开幕式直
播的准备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我的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尤立增

进一步强化中小学生命教育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褚林

“雄安版”智能城市要
来了！

5 月 9 日，河北雄安新区
发布了智能城市建设标准体
系框架和第一批标准成果，
今天的河北日报对此作了详
细解读（见第八版）。

未来在雄安新区的生活
会是怎样的呢？根据有关标
准，新区的各类设施可能会颠
覆人们原有的认知。以智能出
行为例，当你驱车行驶在路
上，智能化的红绿灯会根据监
测数据来控制，如果周围无人
无车就会自动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认为，“雄安新区这次公布的
智能城市建设标准，将为我
国各地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
树立样板。”

智慧城市并不是什么新
事物。早在2013年，住建部就
启动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其中包括河北的石
家庄、秦皇岛、廊坊、邯郸、迁
安和北戴河新区。目前，全国
已有 700 多个城市提出或正
在建设智慧城市。

然而面对疫情的“突击
考试”，那些说好了的大数
据、人工智能表现如何呢？

有 的 城 市 基 础 数 据 全
面，技术支撑到位，应用开发

迅速。比如，诞生于浙江杭州
的健康码、云服务等，表现就
可圈可点。

但也必须看到，一些城
市的“智商”却明显不在线，
连“在线预订口罩”、“云上政
务服务”等基础功能都无法
实现。有些街道社区的通知
传达、体温上报，依然用的是
20 年前的人工处理方式。数
以亿计的“智慧投入”用不到
该用的地方，老百姓看不见、
摸不着、用不上。

疫情终会退去，但智慧
城市建设暴露出来的问题，
决不能糊里糊涂地放过去，
而是要有反思、有改变、有
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考
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
心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
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
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
景广阔。

好了，现在雄安这个样
板来了，各地不妨因地制宜，
赶快学起来吧。尽管可能做
不到雄安那么高大上，但起
码要让咱老百姓用得上！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疫情袭来，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
来巨大威胁。在这种状况下，学会自处
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甚至当
危难来临时，有的人需要不惜牺牲自己
去拯救他人——没有比这次疫情更有
说服力的生命教育素材了。”近一段时
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语文特级教师尤立增在使出浑身解数
熟练掌握各类直播软件，高质量完成网
上授课之余，常常陷入沉思：“我们需要
补上一堂严肃的生命教育课。”

多年来，尤立增持续关注教育领域
各方面问题。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他
有关“坚决惩治‘学闹’‘校闹’，还校园
净土”的建议，很快得到教育部等多部
门的回复，并于当年8月出台了相关文
件。今年，尤立增将视角转到生命教育。

尤立增介绍，疫情发生初始，教育
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给全国中小学
生家长在疫情防控期间指导孩子居家
学习生活的建议”，着重提到，“各级各
类教育机构要加强生命教育，增强孩
子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家长可以依托

抗疫，引导孩子认识生命的价值，建立
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与热爱……”

“人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更好地活
着？如何活出生命应有的价值？”尤立
增说，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形成期
的中小学生来说，这几个关乎生命本
质的拷问，应该是教育中最为基础的
东西，也是生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份由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中国
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青
少年中，约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
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在尤立增的教育
实践中，存在心理问题的中小学生也十
分常见。通过大量日常调研，他还发现，
当下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存在“物质主
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之风，也是值

得警惕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如何
去解决？在尤立增看来，强化中小学教
育中的生命教育势在必行。

“我从业三十年来，多年担任班主
任，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生命教育的内
容。”他曾尝试运用生命教育引导学生
们正确面对学习、生活，学会处理社交
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目
前，上海等一些省市已经在这方面作
出积极探索。但从全国范围看，在现行
的教育体系中，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
分散在各个学科中，尚没有形成完善
的体系，同时，也没有相应的专业师资
队伍。

尤立增透露，在即将召开的全国
两会上，他将提交一份“强化生命教育
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的建议。
首先，建议教育管理部门编写不同学
段的生命教育专用教材，开发专门课
程并纳入课程体系。其次，在中高考中
考察有关生命教育内容，从而提升全
社会的重视程度。同时，加强生命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等。

“教育面对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的
个体生命，如果不能解决好有关生命
本身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教育就是有
缺憾的。”尤立增说道。

尤立增（右三）在为学生们讲解试题。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郭 伟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
近 日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印 发

《关于 A 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
化场馆恢复开放的通知》。根
据 通 知 ，我 省 将 坚 持 常 态 防
控、有序开放、预约限流，在充
分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开
放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类旅
游景区的室外部分，溶洞类景
区和高风险旅游项目暂不开
放，公共文化场馆内设的影剧
院、宣教场所、餐饮服务区、互
动展示区等不适宜开放的区

域暂不开放。
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

实行实名制、分时段网络预约
购票、限量有序入园的方式，减
少人员近距离接触和排队聚
集，在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出
入口、重要参观点以及拥堵线
路点位等易出现人员聚集的区
域配备管理疏导人员，加强秩
序管控。恢复开放的 A级旅游
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严格执行
人员预约限流措施，日接待量
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确 保 游 客 间 距 能 达 到 1 米
以上。

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健康
码”注册和查验制度，确保人员
信息记录准确，做到可查询可
追踪。加强智慧化管理和服务
功 能 建 设 ，引 导 公 众 预 约 入
场。加快推进智能门禁建设，
使检测环节简单便捷，确保人
员活动有序可控。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充分做好防疫措施
的情况下，开放自然
山水和人文景观类旅
游景区的室外部分

严格执行人员预约限
流措施，日接待量不
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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