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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樊
曦 丁静）北京冬奥列车6日惊艳亮
相。在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
铁——京张高铁，身披“瑞雪迎春”涂
装的北京冬奥列车正式上线。

北京冬奥列车编组 8辆，定员
564 人，设商务、一等、二等、媒体
车厢。其中 5 号车厢为多功能车
厢，设置媒体工作区，可实现5G高
清赛事直播。1、4、8 号车厢其中

一端设置滑雪器材存放柜，4号车
厢还设置了轮椅存放区、无障碍卫
生间等。

据了解，北京冬奥列车是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中国
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中车等单
位，根据冬奥需求量身打造。列车
外观采用“瑞雪迎春”涂装方案，彰
显冬奥主题。北京冬奥列车连通
北京、延庆、崇礼三大赛场，按照运

行时间，北京清河站至延庆、太子
城、崇礼站分别 26分钟、50分钟、
65分钟可达。

在这趟首发的北京冬奥列车上，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相关单位
创新建设的高铁5G超高清演播室正
式运行。这是全球首次在350公里
时速的高铁列车上，依托5G技术打
造的超高清直播演播室，可实现超高
清信号的长时间稳定传输。

北京冬奥列车亮相京张高铁

走近冬奥

1月6日，G9981次北京冬奥列车停靠在京张高铁崇礼站。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1月6日电（记者赵逸
赫 王默玲 朱翃）距离北京冬奥会开
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上海石化厂
区的车间内，工作人员们正忙着组装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
按计划，1200支火炬必须在1月中旬
前运往北京。

2021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开
幕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火炬“飞扬”揭
开面纱。从表面看，火炬“飞扬”外形极
具动感和活力。在设计上，为了衬托北
京即将成为奥运历史上首座“双奥之
城”，“飞扬”的外观与北京2008年奥运
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它以
祥云纹样“打底”，自下而上，从祥云纹
逐渐过渡到雪花图案，最后在顶端化身
为飞扬的火焰。

不仅有漂亮的外观，“飞扬”的外壳
也蕴含着“黑科技”。中国石化上海石
化公司副总经理黄翔宇表示，火炬的点
火系统全部包在外壳里面，从外面是看
不到的。火炬的外壳采用了碳纤维材
料，手感非常轻。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创新研究院总
经理林生兵表示，碳纤维的质量只有钢
的 1/4 左右，但是强度是钢的 7 至 9
倍。这次，研发团队用碳纤维与树脂形
成的复合材料来做奥运火炬，堪称世界
首创。

“冬奥组委给它的第一个评价就
是轻，而且很牢固，随便怎么摔也摔
不坏。另外一个就是，冬季火炬传递
的时候天气很冷，传统金属材料的话
手感不太好，复合材料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避免这种很冰凉的感觉。”黄翔
宇说。

由于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将在冬
季低温环境中进行，“飞扬”采用氢作燃
料，除了氢具有环保的特点，还因为氢
燃料的特性保证了火炬能在极寒天气
中使用。但氢气作燃料，燃烧温度就会
高于800℃。因此，“飞扬”火炬外壳的
研制，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攻克了多
项技术难题。

黄翔宇说：“火炬的火是从里面烧
出来的，一般的复合材料都不能在火里
烧，要到 500℃，在火里再一烧就没
了。正好上海金山区有一家企业研发
了一种树脂，这个树脂是耐火的，经过
我们测试分析。最后通过工艺调整，它
达到了既能够耐温又能够耐火的要求，

800℃、900℃都可以。”
负责生产树脂的企业负责人刘章

友表示，作为第三代树脂材料的聚硅氮
烷树脂，兼具有机物附着力强大与无机
物耐高温的特点，同时集耐腐蚀、磨损
和防污防水、超薄膜等优势于一身，恰
好能解决火炬所需的各种要求。

生产车间里，由石油产品加工成的
这一条条黑色丝束，每一束都包含着
12000根碳纤维丝，再经过三维立体编
织，最终做成的火炬外壳，看不出任何
接缝与孔隙，整个造型浑然一体。

“有点像我们织毛衣一样，只不过
它是分了三个不同的经向来进行编织，
下一步就是我们拿到下游厂家进行镭
雕、上色、喷高温漆，最后才有这样一个
亮丽的火炬外壳。”林生兵说。

揭秘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的科技“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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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通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2021

年第03号）公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2022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

作即将开始。考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两个部

分。考生自2022年1月12日~25日24时止登录国家医学

考试网（www.nmec.org.cn）进行网上报名；考生现场审核

时间：2022年2月14日~27日。现场审核工作按属地（市、

县、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委，省卫健委直属事

业单位）受理。现场审核主要是对已经网上报名的考生进

行资料审核，不接受补报名。考生在考区审核通过后，要通

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

弃报名。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有关规定及考试相关信息，考

生可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查询，

或者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和中国中医药考试认证网查询。

国家卫生健康委网址：http://www.nhc.gov.cn/；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网址：http://www.satcm.gov.cn/；国家医学

考试网网址：http://www.nmec.org.cn/；中国中医药考试

认证网网址：http://www.tcmtest.org.cn/。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2年1月7日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

金银岛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100%股权。参考价：18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
元。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1月21日17：00（以保证
金到账为准），公司股东若要参加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2022
年1月22日17：00；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
2022年1月21日止，于标的所在地；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
人于2022年1月22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
支行；账号：2662 5618 747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款）、第20220124期竞买
保证金。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
资产为：位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
35238.19m2的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面积为
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过户前，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负责清偿原有债权债务；4.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
办理竞买手续，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5.根据2020年6月
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
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
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于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网
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jhgh/202006/
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6. 本场拍
卖会开通远程竞价绿色通道，竞买人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委
托出价，有需要竞买人可联系拍卖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龙
华 路 23 号 金 都 大 厦 C635；电 话 ：0898- 65323940
18976212356。

（第20220124期）

海口市龙昆南路龙湖公寓两套房产分别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0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59号

龙湖公寓A栋105房、205房两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90.55m2，挂

牌价均为117.76万元。

公告期：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2月8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7日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115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月14日10时至2022年
1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
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酒一批，保证金5
万元；2.衣服一批，保证金1万元。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
财物（标的明细详见委托拍卖标的清单），按现状拍卖和交付。有意竞
买者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及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参
与竞拍。具体要求详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
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
网址（http://haikou.customs.gov.cn）查询。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
1月12日至13日（提前预约）；标的展示地点：1项在海口市滨海大
道61号海口海关，2项在海口市龙昆北路21号海口海关仓库；电
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89
号汇隆广场一单元1-801房；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7。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月12日

00：00～04：00对5G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

地区的5G用户移动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不便之

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月7日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胡
喆）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国国家
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
位；基础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成果，
国际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人工合成淀
粉；战略高技术取得新进展，“天问一
号”开启火星之旅，“羲和号”实现太阳
探测零的突破，神舟十三号与天和核
心舱成功对接，“海斗一号”全海深潜
水器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1月6日，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

会议在北京以视频形式召开，总结
2021年科技工作，部署2022年重点
任务。

会议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全国科技界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各项
任务扎实落地，科技创新在防控疫情、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
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国家创新能力
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工作报告中
表示，2022年科技工作要坚持“四个
面向”，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为目标，以狠抓科技政策扎实落地
为主题，以科改三年攻坚方案为主线，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作风、深化改
革，做好统筹协调，着力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着力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加强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着

力扩大开放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整体
效能，发挥科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
战略支撑作用。

据介绍，2022年科技部将重点抓
好十方面工作：一是全面推动科技规
划任务落实，更好发挥战略导向作
用。二是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是推动国家
实验室体系有效运行，发挥战略科技
力量引领作用。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推进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五是加快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支撑
引领稳增长和民生改善。六是实施科
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七是高水平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一批创新策源地和增长极。八是
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优
化科技创新生态。九是聚焦战略人才
力量，加大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力度。
十是拓展科技合作开放方式，积极参
与全球科技治理。

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西安疫情大规模反弹风险
已基本控制

1月5日0时至24时，西安市报告新增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3例，自2021年12月9日以
来，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56例。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流调溯源组专
家、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西安开展多轮大规模核
酸筛查取得积极成效，疫情大规模反弹的风险已
经得到基本控制。

李群介绍，这次疫情发生以后，特别是2021
年12月23日在全市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以来，
西安市采取了多轮大规模的核酸筛查，在封控区、
管控区定期采取规模化的核酸筛查。

他分析，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特别是在风险
地区开展多轮次的筛查，对疫情防控工作有三个
方面的作用：第一是有利于我们早期快速发现传
染源并加以管控。德尔塔变异株传染性强，早期
的症状不明显、不典型，很难通过感染者自我发
现，如果等到感染者出现症状以后，去医院看病，
又会拖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又可能造成
传播。尽早、快速、准确发现传染源，开展核酸筛
查，是落实“四早”的最有效措施。

第二是有利于实施精准防控，开展核酸筛查，
可以尽快发现不同地区病例数量及其变化，有利
于研判疫情形势，包括研判措施的实施效果，可以
有针对性地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第三是开展核酸筛查，可以让市民及早了解
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状况，避免盲目的担忧和紧张，
也有利于市民积极参与到防控工作当中去。

从2022年1月1日起，西安每日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数与高峰期相比明显下降，这是否意味着
西安本轮疫情的向好趋势已经到来？李群认为，
随着这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各项防控措施的效果
正在不断呈现。1月1日以来，每日报告病例数正
在逐步下降，疫情形势不断向好。

“虽然今后还仍然有可能发现病例，但是疫情
大规模反弹的风险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李群说。

他还表示，虽然工作已初显成效，但是这段时
间仍十分关键，要让来之不易的形势巩固稳定下
来，直至最终彻底控制疫情，所以大家还要耐心一
点。西安市也会根据各个地区的疫情特点，对于
那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疫情，各种风险已
经有效控制的地区，逐步解封，恢复社会生产秩
序，直至西安市全域解封。

（新华社西安1月6日电 记者杨一苗 吴鸿
波 蔺娟）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记者
张泉 宋晨）持续发现毫秒脉冲星；
FAST中性氢谱线测量星际磁场取
得重大进展；获得迄今最大快速射
电暴爆发事件样本，首次揭示快速
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及其双峰
结构……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观天
巨目、国之重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获悉，2021年，科学家依托FAST取
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基于超高灵
敏度的明显优势，FAST已成为中低

频射电天文领域的观天利器。
中性氢是宇宙中丰度最高的元

素，广泛存在于宇宙的不同时期，是
不同尺度物质分布的最佳示踪物之
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庆道冲、李菂
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采用原创的中
性氢窄线自吸收方法，利用FAST首
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高置信度
的塞曼效应测量结果，为解决恒星形
成三大经典问题之一的“磁通量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

快速射电暴（FRB）是宇宙中最
明亮射电爆发现象，起源未知，是天文

学最新热点之一。国家天文台李菂、
王培、朱炜玮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利
用FAST对快速射电暴FRB121102
进行观测，在约50天内探测到1652
次爆发事件，获得迄今最大的快速射
电暴爆发事件样本，超过此前本领域
所有文章发表的爆发事件总量，首次
揭示了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
及其双峰结构。

发现脉冲星是国际大型射电望
远镜观测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国
家天文台韩金林领导的FAST重大
优先项目“银道面脉冲星快照巡天”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新发现 279 颗
脉冲星，其中 65个为毫秒脉冲星，
在双星系统中的有 22 颗。截至目
前，FAST共发现约 500颗脉冲星，
成为自其运行以来世界上发现脉冲
星效率最高的设备。

据悉，FAST自2020年1月通过
国家验收以来，运行效率和质量不断
提高，年观测时长超过 5300 小时。
2021年3月，FAST正式向全球开放
共享，已有14个国家（不含中国）的
27份国际项目获得批准并启动科学
观测。

运行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天眼”多项重磅成果发布

“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