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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中午开始感觉空气转
好了，为什么今天又变差了？”市民
张女士在朋友圈里发问，并配上了
一张难过的表情图。事实上，有相
同感觉的市民并不在少数。据成都
市气象台台长陈洪介绍，受北方弱
冷空气影响，26 日空气质量出现
短时改善，但因其时间较短，对空
气改善有限。据预测，受持续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成都 28 日为重度
污染，部分小时可能达严重污染。
预测29日晚将有一股持续时间较
长北方强冷空气入境，本轮污染也
有望在30日结束。

除了各项减排降低污染物外，怎
样的气象条件可以改善空气？陈洪表
示，一般北方的强冷空气最“给力”。

“从北向南‘冲’入盆地，势头猛、风速
大，降温快，把静稳天气从水平方向
上推动，并因为降温打破了逆温层。”
陈洪说，12月29日晚到12月30日的
入川冷空气就是这种类型，来势非常
快，且彻底将盆地内的空气水平改
善。”陈洪说，本次冷空气持续时间较

长，预计将有24—48小时，将彻底改
善空气质量。

从成都来讲，哪一类的风才最
能“驱霾”？陈洪表示，一种来自西北
方向的冷空气，从阿坝进入，对空气
质量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二种
则是北方冷空气，从广元、巴中、绵
阳一路走来，来势比较快。第三种则
是东北方向，从达州、南充进来，那
么这一片就得到改善。

为此，与会专家建议全市所有
区（市）县继续严格落实各项减排措
施，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措施落实到
位。同时，继续强化扬尘和机动车污
染控制，在加强对未停工工地的监
管，确保各项防尘措施落实到位，加
强对施工路段道路交通组织。加强
对主要道路的保洁力度，尤其是一
些进出城道路以及城郊区域的道
路。减少机动车怠速和低速排放，加
大宣传力度，引导市民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减少机动车出行率。建议持
续跟踪天气形势变化情况，根据实
际条件适时开展人影作业。

张晓雯是参加成都市城市规划和
新经济发展考察的 120 多位嘉宾之
一。12月26-27日，第五届中国新兴媒
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嘉
宾们随后参加了上述考察，背后反映
了这座城市传媒重镇的地位。

首都经贸大学人才学研究中心秘
书长丁雪峰亦是活动嘉宾之一，他则
评价收获颇丰，“人才是地方经济发展
的第一资源，这几年成都新经济发展
的良好态势离不开这里吸引人才的生
活环境和创业环境。”

创新创业气氛正浓
“成都新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

“成都是一座很聪明的城市。”在
菁蓉国际广场参观了展示大厅、创新
创业服务中心、外籍人士创业之家后，
丁雪峰对成都的创业环境发出赞赏。

实际上，这并非丁雪峰今年首次
赴蓉。今年9月，成都举办了2017中国
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丁雪
峰亦参加了盛会。在他看来，这座城市
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特质，正在吸引大

量优秀人才来这里安家。
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将为成都带来

什么？作为人才研究学专家，在丁雪峰
看来，人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一资
源，成都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环境都
很容易留住人才，“可以说，成都新经济
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人才的引进。”

在菁蓉国际广场，嘉宾们还参观
了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这里也被称
为“高新技术服务超市旗舰店”。在这
里，企业将获得项目入驻、政务政策、
基础配套、生活配套、创业辅导、技术
平台、专业中介、科技金融、企业培育、
新经济孵化等全方面服务。

这个超市获得了在场嘉宾的纷纷
点赞。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中心大厅的
一处角落还放有成都斯普奥汀科技有
限公司安放的无线充电装置，有嘉宾
这样评价——“成都城市的科技化，真
正地走在了前头”。

千年文化融入城市规划
“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当之无愧”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

图……”参观了菁蓉国际广场后，嘉宾
们来到了成都规划馆，在3D数字影院
观看了成都规划宣传片，并了解了成
都城市规划、发展态势和未来发展。

在成都规划馆的参观内容，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李劲松直呼“过瘾”。这
一次受新华社邀请来蓉参会，李劲松
表示再一次认识成都——“我很清楚
地了解到，当前成都对自己设定了很
好的规划，同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
升这座城市的影响力。”

在观看了成都规划宣传片后，李
劲松更是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他看来，千年文化融入到了这座城
市的规划中，而其中的包容文化是吸
引更多人来蓉的“重要法宝”。

成都的千年文化，打动的不只是
李劲松。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智
库专家赖冬阳直言，“文化和经济是相
互依存的，成都很早就享有天府之国
的美誉，不管是从历史沿革还是目前
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成都国家中心城
市的定位当之无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实习生 向莲君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油条会引起铅中毒么？蒲公英
是世界上最小的花么？人体最大的
解毒器官是什么呢……一道道科学
知识，一道道题目，从今天开始，各
位读者快来参与报纸和新媒体时代
互动答题吧，学习科学素质小知识，
武装我们的大脑，成为科学达人。

为了深入推进我市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实现我市公民科学素质跨
越提升，成都商报将从今天起，联合
成都市科协并联动 CDTV-2 在每
周四刊登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
让我们的城市充满科学的力量。

读者朋友，可直接扫描下方“科
普熊猫”二维码，关注后参与答题，
全对的读者将有机会走进电视台演
播大厅，成为 CDTV-2 每周日 20：
00全民益智科普知识电视大赛《你
好科学》的答题闯关嘉宾，获得科学
达人的闪闪勋章。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答题学知识
快来用科学武装大脑吧！
本报从今日起每周四刊登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
答题收获满满科学干货

1、经常食用以下哪种食物容易
引起铅中毒？

A.油条 B.松花蛋
C.豆腐 D.粉条
2、黑啤酒的突出香气是什么香？
A.酒香 B.麦芽香
C.芝麻香 D.高粱香
3、若将生香蕉和熟香蕉放在一

起，能将生香蕉催熟。因为熟香蕉产
生了。

A.乙烯 B.赤霉素
C.生长素 D.细胞分裂素
4、世界上最小的花是 的

花，连肉眼都看不清楚。
A.樱桃 B.无花果
C.海棠 D.蒲公英
5、铅笔上的“H”或“B”是表示

。
A.笔芯硬或软 B.字画强或弱
C.笔芯粗或细 D.铅笔耐用与不

耐用
6、我们常吃的辣椒属于 类

蔬菜。
A.叶菜 B.茄果
C.瓜菜 D.水生菜
7、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 。
A.肾脏 B.脾脏 C.肝脏 D.胃
8、人体含水量百分比最高的器

官是 。
A.膀胱 B.眼球 C.肾脏 D.胃
9、人体最大的细胞是 。
A.卵细胞 B.脑细胞
C.淋巴细胞 D.干细胞
10、“脑黄金”是指 。
A.DNA B.DHA
C.RNA D.ATP
11、酒精会麻痹脑的哪一个部位？
A.大脑 B.脑干
C.小脑 D.脑髓
12、贫血主要原因是人体内缺少

哪一种元素？
A.钙 B.铁 C.碘 D.氯化钠
1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 施 方 案 中 的 五 大 重 点 人 群 为
。

A.教师、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城
镇劳动者、农民、社区居民 B.未成
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城镇劳动

者、农民、社区居民 C.自由择业者、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城镇劳动者、农
民、社区居民 D.未成年人、新居
民、城镇劳动者、农民、社区居民

1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提出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

“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任务与措
施和到 年的阶段性目标。

A.2049 B.2020
C.2050 D.2060
15、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

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
本的科学方法，树立 ，崇尚科学
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
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A.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B.共产主
义信念 C.科学思想 D.科学理想

16、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坚持走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是政
府引导实施、 的社会行动。

A.群众团体参与 B.科协参与
C.科技部门参与 D.全民广泛参与
17、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旨在

全面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通
过发展 、传播与普及，尽快使全
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
高，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
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

A.经济 B.国民教育
C.继续教育 D.科学技术教育
18、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的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促进和谐”。

A.提高觉悟 B.提升素质
C.教育为主 D.整体提高
19、夜空中的星星在不断地眨眼

睛是因为
A.星星和人一样，长时间不眨眼

睛就会很疲惫 B.星星们在高速地
自转，使光线到达地球的速度不一
样 C.星星的亮度发生了变化 D.
地球大气层的疏密程度不一样，使光
线不断被折射

20、蜜蜂中的“蜂王”和“工蜂”分
别是 。

A.雌蜂、雄蜂 B.雌蜂、雌蜂
C.雄蜂、雄蜂 D.雄蜂、雌蜂

最 适 宜 新 经 济 成 长 的 城 市最 适 宜 新 经 济 成 长 的 城 市

“搞经济，谋创业，这座城市太聪明”
走出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会场 大咖感受成都新经济新气象

北风明晚到
空气质量将改善

橙色预警4天 超10万人次参与城市冲洗

“既有高校人才储备，又有乐观
包容心态，这座城市正在吸引更多的
人才前来落户，共谋媒体行业新发
展。”就在前几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宋建武受邀参加了在蓉举
行的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
发展大会，在现场表达了对成都的赞
扬之情。

和许多熟悉成都的人一样，在宋
建武眼中，这座城市“慢”在生活节
奏，而“快”在城市发展——在这里，
不仅有府南河边大碗茶，望江楼上薛
涛诗，更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和新产
业，正在萌生新的改变。

而新媒体，正是成都这场改变中
的重要动力之一。作为中国的传媒重
镇，成都正在向媒体融合中谋变。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

产业已经形成了以网络、视频、传播、
动漫、广告、文化创意、通讯、电子、娱
乐、教育、出版等多个领域，涉及IT、
影视、传媒、教育、移动终端、电子、手
机等多个行业的新兴产业，被称为21
世纪的“新经济增长点”。

纵观新媒体的发展，无疑是具有
极强新经济性。仅在新媒体的直播领
域，今年上半年国内用户规模就已达
3.43亿，网民使用率为45.6%。根据智
研咨询预测，到2020年，国内直播市
场规模还将达到600亿元。

这意味着，新媒体的发展，正在
为成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一方面，成都当前重点发展的
“六大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
济、共享经济，也正在为媒体融合发

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成长起一批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兴媒体。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也正
在与新经济形态进行融合。例如，成
都正在大力发展的创意经济，未来将
与媒体的核心产品——“内容”相结
合，发展和创新新媒体文化产品，着
重培育具有“蜀”味的原创IP经济，推
动技术上有创新性和独占性、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或技术标准、具有市场潜
力的文化科技创新产品开发研究，网
络视听等领域产业发展，以此来促进
媒体创意经济的发展。

到那时，或许不同形态、不同内
容的“成都声音”，将在天府之都唱响
新经济之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
千门入画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新媒体正为成都新经济汇入源源动力述
评

市扬尘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4 日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以来，至27日上午9时，市扬尘办
联合交通、公安交管、属地街道在主
要通道设置 188 个检查卡点，以设
卡和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运
渣车，共检查运渣车 2828 台次，检
查工地6762个次。全面开展城市大
冲 洗 行 动 ，出 动 清 扫 保 洁 人 员
108270 人次，出动雾炮车 1011 台
次，扬尘抑制车1056台次。

运渣车违规
顶格处罚罚款一万元

武侯区扬尘办工作人员姚聪
27 日上白班，说是白班，除了白天
时间，晚上还是得继续工作，直到
第二天凌晨 2 点多。武侯区扬尘办
执法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近期主要做两个工作，一是在
区内主要的出入城通道上设卡
点，与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一起
检查运渣车。此外就是组织队伍，
巡查工地等有可能产生扬尘的地
方。“前些天我们在三环路上抓到
一辆未密闭的运渣车，顶格处罚
了一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李秀明

从12月18日开始没有降水，甚
至都感觉不到风，这样的不利气象
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质量
持续恶化，为什么不能直接施行人
工增雨手段，而需要等待冷空气的
到来呢？对此，成都市气象台台长陈
洪解读，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但是对

于大自然的规律，人不能去干扰大
尺度的东西，只能是微调或者是诱
导。“以人工增雨手段为例，在目前
晴空无云、无水汽的情况下，等于没
戏。而如果是本来就有降水条件的
前提下，进行增雨，可能会让小雨量
实现为稍大雨量。”陈宏说。

没有风没有雨 为什么不人工增雨？

橙色预警4天
超10万人次参与城市冲洗

来自广州日报的张晓
雯，昨日在成都天府五街上
的菁蓉国际广场上，再次刷
新了对这座城市的认知。“这
是我十年后的再度来蓉，成
都的变化实在惊人。”

这种变化体现在哪里？
在张晓雯看来，从前认为成
都“是一座慢生活的城市”，
但这一次的探访，明显感到
城市发展速度之“快”——不
仅是城市的干净环境，科学
规划，更是这座城市在新经
济发展中展现出的新动能，
带来了更多新鲜血液和创业
团队，让这座城市的未来描
绘了更多希望。

日
重度污染

日
轻度至
中度污染

日
良至轻度
污染

制图 李开红

27日，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代表到成都市城市规划馆考察

部 门 行 动

专 家
答 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