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生产新活力

■■■■■ ■■■■■ ■■■■■

中国新闻 2022年5月29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A05 综合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依法处置违法车辆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在2015年

8月至2019年1月依法扣押但至今未前来接受处理且无主认领的
29辆客车予以公告，具体车牌号码如下：

琼A36587、琼B16992、粤BQ3053、粤BY9361、琼A37790、
粤 C21611、琼 A33860、琼 A52567、琼 B16223、琼 A39298、粤
BCH373、琼 B17565、琼 B13287、琼 A37081、琼 A11346、粤
BY1820、琼 B12373、粤 BEZ327、琼 D41041、琼 A31007、琼
B18257、琼 C3D966、琼 B30303、琼 A12078、琼 C14941、琼
B07275、琼B20095、粤BCH320、桂C25151。

请以上车辆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到海南省道路
运输局法制科（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16号省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
联合办公楼314室）接受处理。逾期未处理的，我局将按照有关规
定作报废处置。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22年5月29日

遗失声明
倪凯艳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开具的T02/T03、E15铺位的资金

往来票据，定金票据号：0103469

（金额：202000 元)、0100812（金

额：270000 元)、0100864（金额：

30000元)、0100934（金额：40000

元)、0100935 （金额：60000 元)、

0100944（ 金 额 ：34000 元)、

典 当

遗 失
0100954（金额：50000元)；预收款

票据号：0100976（金额：34000

元)、0024676（金额：240000 元)、

0002459（金额：72000元)。

声明作废。

●海口鑫鸿庆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83928512C）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旺商村民委员会公

章损坏，声明作废。

●符秋澜不慎遗失前往港澳通行

证，证号：Q10093978，特此声明作

废。

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警惕考前焦虑导致
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

新华社兰州5月28日电（记者梁军 张睿）
中高考即将来临，一些考生难免出现考前焦虑
症。心理学专家表示，当前是考生进行心理调适
的关键期，要学会接纳日常负面情绪，调整关注
点，通过一些情绪管理技巧帮助自己松弛，以最佳
的心理状态应对考试。

“过度担心考不好，或考不上理想学校，容易
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都是考前焦虑症的表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刘建斌
说，考前焦虑症往往会出现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
不利于考生临场发挥。

心理学专家表示，过度紧张会影响应试心态，
但适当的压力可以帮助自身集中注意力。“管理好
情绪，首先要将关注点放在生活中的积极方面，然
后学会接纳负面情绪，暗示自己可以克服焦虑。”
刘建斌说。

除了做好心理调适，考生们还可以掌握多种
放松训练技巧。刘建斌说，感到焦虑时可以深吸
一口气，屏住呼吸30秒，然后再呼气；还可以用力
握拳30秒，然后放开，体会放松感。考生任选一
种办法，训练三分钟，能很快帮助自己放松下来。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许多家长比孩子更显焦
虑，建议家长们要调整好心态，不要过多谈论高考
对孩子人生的影响，防止把自己的焦虑情绪传递
给孩子，减少夫妻间埋怨，以平常心对待鼓励孩
子，帮助孩子考出好成绩。

水利部针对南方7省雨情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江西、浙江等南
方7省据预测将发生新一轮较强降雨，水利部28
日10时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
赴江西防御一线指导防范应对。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28日至30日，
江西、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贵州等地，据预
测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江西饶河、信江、抚河，浙
江钱塘江，安徽青弋江、水阳江，福建闽江，广东北
江，湖南湘江，贵州北盘江，以上河流将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山丘区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大。

5月2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高
三年级学生进行“传递力量”趣味游戏，缓解学习
压力。 新华社发

“传递力量”，缓解学习压力
同等规模的水泥厂需要员工二

三百人，而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只
需要80人。当实体经济与工业互联
网等新兴技术相融合，往往能发挥出
1加1大于2的效果。

走进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的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干净整洁
的厂区到处绿树成荫，初夏的鲜花开
放正盛，宛如一个小公园。“以前有人
曾说，好男不进水泥厂。”作为子承父
业的“水泥二代”，公司生产负责人焦
文科从小在水泥厂长大。在他的印象
中，过去的水泥厂污染重、粉尘多。

如今，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公司
不但实现了节能减排降耗，而且实现
了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生产。

焦文科介绍，遵义赛德水泥有限
公司采用先进的数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建设理念，通过大量人工智能、

在线监测与控制技术的应用，实现了
原料进厂、生产过程控制、成品出厂
无人化、少人化，大大降低了企业生
产成本。

对公司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相当于再建一座“数字工厂”。打开焦
文科手机上的专用App，大到设备保
养、设备维修情况，小到每个传感器的
数据、厂区某一监控视频，都能够实时
查看，使公司管理人员心中有数。

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的案例，
是贵州勇于拥抱工业互联网等新兴
技术，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的一个缩影。

来自202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超过150个，连接工业设备总数超过
7600万台（套），对制造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据技术，正加速向制造业渗透，
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0多个国民
经济重点行业。

截至目前，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
限公司打造的贵州工业互联网平台，
累计注册企业近2万户，推动14000
余台（套）设备上云。同时，还为近千
家贵州省内企业实施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改造及普及应用，成为贵
州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重要抓手。

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
来，贵州数字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工业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逐渐普及，必将推
动贵州实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据新华社贵阳5月27日电 记
者施钱贵）

5月25日临近晌午，安徽省淮南
市寿县小甸镇贾庄村，4台收割机在
油菜田里快速推进。随着齿轮转动，
一株株油菜被收割机吞入“嘴”里。
不足半小时，乌黑的油菜籽经输粮管
装入运输车，转运至晒场集中晾晒。

“今年我们种了1050亩油菜，用
上了‘新’收割机，不到3天就收了三分
之二。”贾庄村村委会委员韩磊告诉记
者，今年贾庄村改进了油菜收割机械，
比传统机械收割减损50%左右。

“三夏”时节，记者在安徽省多地
采访时注意到，田间很少见到种粮农
民俯背佝腰的身影，收割机机手、运
输车司机和全程保障收割的机修人
员组成了麦收“三剑客”。机械化收
割，成为安徽夏收“新常态”。

“机械强农”是安徽省今年重点
推进的一项行动。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安徽计划投
入联合收割机20万台，目标机收率
稳定在99%左右，10天左右基本完
成夏粮抢收工作。

看着眼前的收割场景，贾庄村党
总支书记韩子科说：“以前‘三夏’时
节，农村孩子有一周左右的农忙假，
越是烈日当头，田间越是忙碌。这样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农民种

田省时省力，在夏季粮油作物播种、
管护、收割等环节，各类机械尽显“十
八般武艺”，粮油生产能力得到提升。

在一些地方，小麦复式播种机近
年来被派上“大用场”。旋耕、灭茬、

施肥、播种、镇压、开沟等工序一次性
完成，播种效率大大提高。寿县农业
农村局二级研究员戚士章说：“以往
小麦生产三分种七分管，现在是七分
种三分管。”

蚌埠市怀远县种粮大户尚跃如
今“玩起”无人机已经游刃有余。植
保、施肥、喷洒农药，无人机已成为尚
跃进行田间管理的“重要武器”。“上
个月防治小麦赤霉病，我上了4台无

人机，8个小时喷完一遍农药。”望着
成片的金色麦田，尚跃表示，全程机
械化让他的种粮信心更足了。

在皖北地区，有的地方还兴起“无
人农场”。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无人
农场”负责人焦魁说，以前人工施肥，一
个人一天只能施五六亩地，如今动动手
指，启动3套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统，
一天内施肥浇水150亩地不在话下。

长江沿线，一些市县已基本完成
小麦收割。在铜陵市，收割机留下的
麦秸正成为秸秆打捆机的“美食”。
搂草、打捆，它们最终“走进”各乡镇
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据铜陵市农
业农村局农业环保站站长袁坚介绍，
这些秸秆将作为食用菌基料、肥料、
动物饲料、工业原料等进行资源化综
合利用。去年，铜陵市秸秆资源化综
合利用率超过93%。

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载着收割机
的农用车正从南向北疾驰。手握“跨
区作业证”的机手们追逐丰收的脚步
未曾停歇。截至5月26日17时，安
徽省已收获小麦378.2万亩，从长江
沿岸到黄淮平原，安徽粮油作物正

“颗粒归仓”。
（新华社合肥5月27日电 记者

水金辰 姜刚 曹力）

“十八般武艺”出粮油
——安徽推进“机械强农”一线观察

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水稻种植基地里，无人机、水稻插秧机、旋耕机等多种农业机械化设备轮番上阵，各类农业
机械化设备大显身手。图为肥西县农民近日使用无人机对秧田进行农药喷洒。 新华社发

种粮大户“玩起”无人机，植保、施肥、喷洒农药，成为田间管理的“重要
武器”；有的地方还兴起了“无人农场”……

贵州：

数字化转型助力实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无人驾驶机械在北斗导航系统的辅助下在田间作业（5月27日摄）。
连日来，在地处中国西北的宁夏农垦集团前进农场2万亩集中平整后的土地里，大型北

斗导航机械、植保无人机、智能化水肥灌溉系统等无人化农业装备正在田间进行农业生产作
业。农业信息管理技术、北斗导航、农业机械自动驾驶等科技手段的有效融合，让前进农场
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农场焕发新的活力。

据了解，目前宁夏农垦集团已在宁夏全区建成无人农场3万亩，新增耕地6000亩。“无
人农场”成为宁夏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典范。 新华社发

5月28日，在青岛绿色家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工人检查立体
培育架上的菌包。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村镇是当地传统的食用菌种植、生产基地。近年来，该镇通过科
技赋能，融合立体栽培、温湿数控、循环送风等技术，实现了从传统农户温室大棚向工厂化种
植的转型升级。据介绍，“蘑菇工厂”里无论是温湿度、水分还是光照的调节，都采用精细化
智能控制，在大大降低耗能和人工成本的同时，产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新华社发

5月27日，工作人员在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介
绍农业大数据平台。该平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预测农产品的价格、产
量和行情。

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21年10月投用，是
我国大数据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规划科研面积3万平米，在
大数据赋能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等方面贡献科技力量。

新华社发

“无人科技”助力西北老农场焕发新活力 青岛：“蘑菇工厂”智能栽培

“电力天路”完成年检
输电量突破150亿千瓦时

据新华社西宁5月28日电（记者骆晓飞 张
宏祥）28日，被誉为“电力天路”的青藏联网工程
完成第十一次年检。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提供的
信息显示，这一输电线路安全运行逾10年，截至
目前，双向累计输送清洁电能超过150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200多万吨。

青藏联网工程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
全长2530千米，是连接青藏的“能源大动脉”。其
中，柴达木换流站至拉萨换流站直流段工程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和穿越多年冻土里
程最长的输电线路。

“自2011年底工程投运以来，我们每年对青
藏联网工程直流系统开展年度检修。”国网青海超
高压公司±400千伏柴达木换流站党支部书记王
鹏说，常规检修和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特殊检修相
结合，及时消缺和治理隐患，确保“电力天路”安全
运行，有效保障了青藏两省区电力能源的可靠稳
定输送。

丰水期“藏电外送”，枯水期“送电进藏”，通过
青藏联网工程这一通道，青海已向西藏输送电量
93.87亿千瓦时，外送西藏夏季富裕水电56.7亿
千瓦时，助力青藏高原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
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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