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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将出台政策支持石墨烯产业发展

发展“新材料之王”
成都将设石墨烯产业园

昨日上午10时30分许，全国第
二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成都
成洛大道（三环路至绕城高速）地下
综合管廊项目首台盾构机“天府管
廊1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该项目正
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据了解，该项
目采用大直径盾构施工，是目前国
内直径最大的盾构综合管廊项目。

成洛大道（三环路至绕城高速）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属成都市申报国
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的入库项
目，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东部，西起
三环路十陵立交外侧，东止绕城高
速成安渝立交内侧，沿线下穿成都
地铁4号线、东风渠及明蜀路下穿隧
道，侧穿成都大学下穿隧道，全长
4437米，最大隧道纵坡36‰，最大埋
深38米。

管廊隧道采用圆形断面，外径9
米，内径8.1米，内部由“水电信舱”“高
压电力舱”“燃气舱”和“输水舱”四个

独立舱室组成，入廊管线包括自来
水、燃气、通信、电力、垃圾渗滤液管
等，并同步建立环境与设备监控系
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项目总投资概算约
14.57亿元，计划工期13.5个月。

据了解，根据现场条件和工期
要求，项目采用大直径盾构施工，是
目前国内直径最大的盾构综合管廊
项目。项目沿线共设置21座综合井，
实现出线、投料、通风、逃生等功能，
采取明挖顺做法施工。

管廊隧道采用直径9.33米的土
压平衡盾构机施工，建设峰期时将
有3台盾构机同时掘进。本次始发
的“天府管廊1号”从9#综合井出
发，由东至西向三环路方向掘进，后
续还将有两台盾构机分别从9#综
合井和20#综合井始发，对向成都
大学方向掘进合龙，计划年内全线

“洞通”。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3月23~25日，第96届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将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四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糖酒食品企业将携数万食
品、酒类新品来到成都，开展看样订
货、洽谈交易。

记者在昨日举行的第96届全国
糖酒商品交易会运力保障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与往届糖酒会有所不同，
为缓解开展首日的超大人流量，本
届糖酒会将首日观展价格从20元提
高到100元，从第二日起将恢复20元
门票价格。同时，在糖酒会期间，成
都交警将对新会展周边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

按日期定门票价格
逛展最好避开第一天

有着中国酒类行业“风向标”、
食品行业“晴雨表”之称的第96届糖
酒会，规划面积12.5万平方米，预计
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家展商参展。

“目前，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
进入尾声。”据糖酒会组织机构相关
人员介绍，本届糖酒会使用了成都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全部室内展
览场地和部分室外场地。会前和会
期当中，还将同期举办近20场主题
丰富、“星光熠熠”的行业论坛活动。

“与往届糖酒会相比，最大的
变化表现在提高了观展入场门槛，
为缓解首日超大人流量压力，本届
糖酒会入场券将按日期定价。”全
国糖酒会办公室主任古平表示，展
会第一天每张入场券价格将由往
年的20元提高到100元，第二天、第
三天的价格仍维持在20元。组委会
建议，普通市民观展糖酒会，最好
避开第一天。

糖酒会期间
新会展周边将交通管制

糖酒会期间预计每日将有5万
左右的人次汇聚于此，附近居民出
行如何保障？想要逛展的市民如何
乘车、停车？

据成都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糖酒会期间，以世纪城新会展为
中心，北至府城大道（不含府城大
道），南至天府四街（不含天府四街），
西至天府大道（含天府大道），东至红
星路南延线（含红星路南延线三环路
以外路段）的区域内将根据交通状况
采取临时限制交通的管理措施，途经
上述道路的车辆须按照现场交警指
挥及路面诱导交通指示牌通行。

地铁运能提高20%
换乘站点或将分流、绕行

“成都公交车、地铁、出租车将
加大运力，方便沿途市民出行。”成
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将
增加公交线路车辆和班次，特别是
与火车南站、桂溪公交站和地铁衔
接的线路将增加15%以上运力。

地铁方面，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将
从增加上线列车、增设安检机、增设临
时售票点、发售预制票等方面准备多
项保障措施。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预计3月24日线网客运总
量将达到糖酒会期间的最大值，其中
世纪城站将是受展会影响最大的车
站。为此，地铁方面将执行大客流运行
图，通过增加上线列车数量，延长高峰
时段，运输能力提高20%。

换乘站点，骡马市站、省体育馆
站、天府广场站也将根据客流换乘情
况，分阶段采取分流、绕行等换乘客
流控制措施。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下周一，成都商报“初中名校校
长面对面”视频直播间将正式开启，
周一到周四连续4天，我们邀请到了
30位成都初中名校校长做客直播
间，担任视频直播的“主播”，实时为
各位家长在线答疑。

该消息自周四发布以来，两天
时间，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小升
初群就迅速扩展到了10个之多，聚
集了上千名希望参与直播活动的家
长。如果你有升学疑问，如果你想听
到校长的权威解答，今日起，加入

“成都儿童团”小升初群，我们将开
始提前征集问题，并在直播时段交
由相关学校的校长进行解答。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视频直播参与方式：

方式一：加入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小升初微信群（扫码加群），每
一场视频直播开始时，我们会将直
播观看链接发到群里。家长也可加

“团长小秘书2（微信号cdertongtu-
an3）”为微信好友，发送“初中名校
直播”，小秘书也会拉你进群。

方式二：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
博、成都商报客户端、一直播成都商
报（ID：36094193）、网易新闻客户端
（网易号：成都商报）、今日头条客户

端（头条号：成都商报直播）、凤凰新
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网
等八大主流媒体平台观看直播。
■提问方式：

方式一：在“成都儿童团”小升
初微信群中提前提问，家长可在群
内回复“提问”两字，便会自动跳出
提问问卷，家长填好即可（跳出时间
可能有30S左右延迟）。问题由记者
汇总整理后，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
中答疑。

方式二：在直播页面下方的对
话框中直接输入问题，记者将汇总
后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中答疑。
■视频直播排期
（具体场次以当日直播为准）
3月20日（星期一）
9：30—10：10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10：10—10：50 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10：50-11：30 成都石室联合中学
11：30-12：10 成都树德实验中学
2：00-2：40 棕北中学
2：40-3：20 川师附中
3：20-4：00 天府七中
4：00-4：40 石室天府中学

石墨烯是什么
从“调味品”变身工业“主料”

对很多普通市民来说，石墨烯或
许是个陌生概念。但在工业企业看
来，这是划时代的机遇“风口”。

“石墨烯现在充当工业‘味精’的
角色，未来将变成‘主料’，将广泛应用
在无人汽车、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
业等。”西南交大材料学院教授周祚万
告诉记者，石墨烯是一种新材料，将应
用在汽车结构件、锂电池续航、节能减
排等领域。“比如汽车结构件，石墨烯性
能更稳定重量更轻，锂电池上，续航能
力更强。目前超级跑车、智能手机等高
端制造产品已经开始应用。”

在专业科研领域，石墨烯被称为
“新材料之王”，具备超薄，高强度，导
热性、导电性、透光性极佳等特性，是
当今世界高端新材料领域的发展热
点，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
车、环境治理、医疗诊疗等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和市场前景。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石墨烯处于从研究、试验阶段向
产业化转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该产业
即将迅速发展的新生儿时期。发达国
家、国内经济科技发达城市都在竞相
布局该产业。

2016年9月，工信部提出，下一步
将组织实施“石墨烯+”行动，利用石
墨烯卓越的性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石墨烯加入塑料、橡胶、金属、
涂料等，过剩、低效产能有望变为优
质产能、有效供给。”

成都现状如何？
有人才优势和技术基础

“成都在工信部引导的几个领
域，比如传感器件应用等很有优势。”
四川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夏和生表示。

市经信委介绍，在成都现在有5
所大学、3所科研单位和12家企业正
在从事和即将从事石墨烯的研发和
应用，并在一些领域处于国际国内领
先水平，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全市
取得石墨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达17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70余件。

比如四川大学，在高分子与石墨
烯的制备和应用上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西南交大则擅长特殊功能石墨烯
复合材料等方面。四川环碳科技有限
公司在功能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
技术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此外，成都的电子信息、汽车、航
空航天、装备制造企业和医疗机构众
多，拥有较为广阔的石墨烯应用市场
空间。

专家现场建言：
需要高端定位应用带动

在现场，众多专家建言成都石墨
烯产业。

“希望成都有长期稳定的支持，
在锂电池等方面需要加大研发力
度。”夏和生表示。

在西南交大材料学院教授周祚
万看来，石墨烯本身的市场容量不会
有想象的大。“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布
局。原则应该是市场导向政府推进。
二是高端定位应用带动。三是坚持原
始创新和开放引进相结合。”

“在提升质量方面，政府能不能
做一个检测平台？”电子科大化学学
院教授薛卫东提出，发展石墨烯，需
要避免低水平重复，还需要注意资金
怎么规划，知识产权专利的申请等都
应该考虑。“比如出口企业如何避免
专利风险，还是需要政府来规划。”

在成都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化
工学院教授龙剑平看来，石墨烯如何
与制造企业形成应用项目更重要。在
他看来，石墨烯应用的“前半夜”，是
制造企业的“后半夜”。“成都石墨烯
的应用端一定要跟终端产业设在一
起。”

中科院成都有机所博士魏志凯
表示，石墨烯也涉及性价比问题，在
应用方面要针对独特方面进行研究，
高端方面是重点方向。

抓紧制定支持政策
成都将设石墨烯产业园

记者从会上获悉，成都将对标国
际国内先进城市，抓紧研究制定我市
石墨烯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建立石
墨烯研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专项基
金，大力支持石墨烯应用研发和技术
创新，鼓励石墨烯研发专家来蓉创
办、领办或技术入股石墨烯产业公
司，形成石墨烯产业、人才、技术向我
市加快集聚的有利政策环境。

同时，成都还将加快研发攻关和
技术突破、整合各类资源，加快形成
石墨烯设备研发、产品生产、下游应
用的完整产业链。并结合我市电子信
息、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产业
发展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石墨烯产
业招商引资工作，加快引进一批高端
石墨烯应用产业化项目落户我市。未
来成都还将设立石墨烯产业园，加强
投融资引导，鼓励各种资本参与，推
进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小升初9群 小升初10群

学生痴迷侦探片
30余孩子好奇指纹提取

“三年级的学生最近爱聊侦探动
画片里的案件推理，也争论过谁是侦
探界的超级英雄，还探究过小说里的
侦探惯用的破案手法。”该校语文老

师钟玲表示。
“最近，有超过30个孩子来问关

于指纹提取的方法。”该校科学老师
王燕梅介绍，学校鼓励孩子们这种探
究式学习。在和同科老师商议后，王
燕梅决定上一堂“指纹提取”课。“先
让孩子们了解指纹，再通过实践（收集
资料、实验材料等）和实验的方式，让
孩子们学习如何科学提取指纹”。王燕
梅说，开设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孩子
动手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让
他们对侦探这个职业有所认识”。

开“指纹提取”课
教孩子们动手提指纹

王燕梅先让对指纹提取感兴趣
的孩子们自己收集资料，包括文字材
料以及生活中的废旧材料。

经过反复实验和比对后，王燕梅
选定3种提取指纹的方法，用最生活
化的材料进行实验。

王燕梅介绍，其实就是作业本、
玻璃杯、碘酒、铁粉、刷子、酒精灯等
常见物品。王燕梅和同伴用3种改良
后的方法，为同学们揭秘了“指纹提
取”的秘诀。首先是“磁粉法”，简单来
说就是用磁铁刷子将微细的铁粉在
物品表面来回刷扫直至指纹显现。一
个三年级的男同学先在玻璃杯上捏
了捏，接着用刷子和铁粉在玻璃杯上
来回细致地扫，直到玻璃杯上显现了
清晰的指纹。他拿着成品高兴地说：

“以后我也可以去用指纹破案了！”
其次是“502胶熏显法”。实验材

料有塑料薄膜、玻璃杯等。王燕梅表
示，原理是因为502胶中的α-氰基丙

烯酸乙酯遇热挥发后，与手印中的水
和氨基酸发生聚合反应，形成固体聚
合物，从而使指印显现出来。同学们
在实验中的认真劲儿，专注度、求知
欲，以及成功后的喜悦感，俨然就是
一个个“小小侦探”。

最后是“碘熏法”，适用于显现汗
液指纹，实验材料是作业本、酒精灯、
碘酒等。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同学捏
着剪下来的作业本，放在装有碘酒的
烧杯上，碘酒经过加热产生碘蒸气，
一个明显的指纹显现在作业本上。该
同学说：“我知道是因为碘蒸气与指
纹残留物上的油脂产生反应后，便会
显现指纹”。

学校：兴趣做主
鼓励孩子探究式学习

该校副校长陈怡介绍说，为了培
养孩子们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学校一直鼓励老师们在课程上大胆
改革。这学期开始，学校设置了一个
课改模式，就是：“兴趣做主”。老师会
定期统计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
再根据这些话题来设计相应的课程，
把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孩子组成一
个兴趣小组来上课。

以指纹提取课程，以及一年级所
开设的项目同整课程为例，学校就选
取了一部分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同学
作为试点对象，教师结合相应知识点
设计课程。由于孩子们的带动性，吸
纳了更多同学喜欢上了这门课，也让
更多孩子享受研究，获取知识，提升
了素养。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图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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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会23日开幕
新会展周边将交通管制
首日观展价格100元，从第二日起恢复20元门票价格

外径9米！国内最大直径盾构管廊开挖！
建设峰期将有3台盾构机同时掘进，计划年内全线“洞通”

扫码加群 下周一观看视频直播对话校长

成都一小学开“指纹提取”课
“我也可以用指纹破案了”

学生爱看侦探类
电影和书籍，好奇破案
时“指纹提取”的方法，
学校便根据学生的兴
趣爱好，设计了一门

“指纹提取”课……
近日，成都市石室

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
过了一把真正的“侦探
瘾”。孩子们不仅学习
了3种改良后的“指纹
提取”方法，还满足了
对侦探职业的“窥探
欲”。

该校副校长陈怡
说：“尊重孩子的兴趣
爱好，鼓励他们探究式
学习，老师会在方法上
给予引导，并根据学生
们的兴趣爱好，适当地
设计相关课程。”

可弯折的石墨烯触摸屏（右）和首批量产的石墨烯手机（左） 资料图片

从成都汽车城购买
一辆家用车，结构件与
酷炫超级跑车一样超强
超轻；新能源汽车、手机
的电池续航，可以获得
质的飞升；用在汽车上
的润滑油，可以更加节
能减排……这些场景，
随着“新材料之王”——
石墨烯产业的逐步推
进，将逐步走进普通人
的生活。

昨日，一场研究成
都石墨烯产业发展的专
题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
室举行。8位来自石墨烯
领域的专家建言成都石
墨烯产业发展。在专家
们看来，成都具有人才
优势和技术基础，石墨
烯将从工业“味精”发展
到“主料”，“我们需要考
虑如何布局。应该是市
场导向政府推进，高端
定位应用带动，还应该
坚持原始创新和开放引
进相结合。”

记者从会上获悉，
成都正在制定石墨烯产
业规划，将利用石墨烯
应用优势，推动电子信
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
业转型升级，未来还将
设立石墨烯产业园。

学生尝试用“磁粉法”提取指纹

学生用“502胶熏显法”提取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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