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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CCS 2021成都网络安
全大会（以下简称“CCS大会”）在成都
高新区开幕。大会由四川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指导，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成
都无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中梁、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鲸等权威专家，国家创新
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中
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以
及谭晓生、郑文彬、方兴等嘉宾受邀
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创新策划
高端论坛、极客赛事

大会作为成都在“十四五”期间推
出的首张网络安全领域全新“名片”，
以“安全新环境、安全新生态”为主
题，包括开幕式暨主论坛，AI安全分
论坛、金融安全分论坛等6大高峰对
话分论坛，第四届“巅峰极客”网络安
全技能挑战赛、首届网络安全极客少
年挑战赛等2个专业赛事，以及1场面
向国内顶尖“白帽黑客”的闭门会议。

大会以打造网络安全极客文化为
主线，创新策划高端论坛、极客赛事、
文化街区。

其中，高端论坛广邀网络安全领
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互联网头部企
业领军人物，畅谈数据安全、新型网络
违法犯罪防范打击等与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息息相关的重点议题，聚焦人工
智能安全等前沿领域，直击金融等关
键行业网络安全痛点问题，以前沿技
术研讨拓宽受众视野，抓住核心受众
人群。大会特别设置闭门会议，聚集来
自全国各地顶尖“白帽黑客”，既有“70
后”传奇“老兵”，也不乏作为主力军的

“90后”年轻人，架设起我国民间网络
安全“中青年大咖”沟通交流的平台，
也是地方网信部门举办同类型活动中
集结“白帽黑客”最多的盛会。

大会同期举办面向全国10-18
岁少年人才的重磅赛事“极客少年挑
战赛”。少年赛与第四度打响的国家

级知名赛事品牌“巅峰极客”网络安
全技能挑战赛形成接续联动，让少年
赛线上初赛前四名优胜者能够在首
届“巅峰极客”冠军战队主力队员的
指导下组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国内首个
赛博朋克实景街区亮相

国内首个赛博朋克实景街区也
在大会上亮相。街区囊括众多国内
顶级互联网企业和一线网络安全厂
商，展位在设计上营造了充满科技
感、科幻感的网络安全极客文化氛
围，整合了文创产品公益集市区、人
才招聘直选区、网络安全主题微电
影循环展映区等多场景，并通过“极
客短视频”录制等互动方式，为与会
观众带来沉浸式逛展体验。同时，大
会充分融合成都本土文化，在极客
文创周边产品中大量植入熊猫、川
剧等极具地方特色的亮点元素。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网络安全
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较2015年翻
一番。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成都已成
为国家重要的电子信息科研高地，国
家电子产业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最为发达城市之一，国内重要的网络
安全人才培养基地，拥有40余个重点
（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和省级信息
安全创新载体，聚集了一大批科研机
构、“双一流”高校、行业领军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形成了覆盖“产学研用”
全链条的网络安全生态体系。

2020年，成都市网络安全产业规
模达285.19亿元，在新冠疫情不利影响
下仍然保持强势增长；网络安全人才需
求量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截至2020年
底，成都高新区已聚集网络安全企业
100余家，全国网络安全前100强企业37
家，2020年网络安全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72.39亿元，建有国家级网络信息安全
平台4个，拥有国内第四、中国西部唯
一的国家商用密码产品检测机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当前，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日益迅速。
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2020年至今，国内
已有6家网络安全公司申报科创板，1家
网络安全公司申报中小板。从2010年到
2021年7月的数据来看，国内网络安全市
场的投融资最热赛道是数字安全，其次依

次是工控安全、综合安全、身份与访问管
理、移动安全、业务安全、安全服务等。从
新的市场趋势来看，“新基建”与“新安全”
正在主力网络安全产业开启“黄金时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主办方供图

聚焦
中国城市
规划年会

陈鲸 谭晓生朱中梁

CCS 2021成都网络安全大会开幕

专家院士、顶尖白帽
共论“安全新生态”

打造网络安全极客文化

高新西区首个湿地公园开放

不只是公园 还能每天净化6万吨水

9月26日，在CCS 2021成都网络安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中梁、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鲸等权威专家，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中国信息安全研
究院副院长左晓栋，以及谭晓生、郑文彬、方兴等嘉宾发表主旨演讲。

随着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日益交
融，由网络空间向物理空间发动攻击将
成为可能。电网、通信网、金融网、交通
网、物联网、智慧城市甚至核设施等，任
何一个网络没有控制和管理是不可能
的，而网控子系统往往就会成为网络攻
击的重要靶子。基于网络空间的特征，以

及信息化对抗发展趋势，应该更加重视
“网络控制”的能力，可构建集“感、控、
攻、防”四维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控
制”作为网络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方面是
对“感知”作业的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
是可以对“攻击”和“防御”提供更强有力
的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中梁：

要更加重视“网络控制”能力

无论是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信息空
间，都离不开信息和网络。成都在发展过
程中，实现了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大转变，不断地推
动成都加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成都
高度重视网络安全的全面发展，通过引

导良好的产业气氛，实现网络安全企业
的国际化。成都研究院集聚，大学科研机
构众多，高能级企业纷纷落地，开展网络
安全产业的基础良好。希望本次大会能
够充分地发挥群众参与，推动成都市网
络安全全面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

推动网络安全发展要全民参与

北京赛博英杰公司董事长谭晓生：

数字安全成网安产业融资最热赛道

环 保 小 科 普

水的硬度，你了解多少？
水是生命之源，与我们日常的衣食

住行息息相关，其中水的软硬对日常生
活也有较大影响。

水的硬度是指水中的钙离子和镁
离子的含量（以mg/L表示），这两种离
子的含量越高，水的硬度就越大。水的
硬度分为碳酸盐硬度、非碳酸盐硬度两
类，碳酸盐硬度和非碳酸盐硬度之和称
为总硬度。总体上看，地下水硬度高于
地表水，深层地下水硬度高于浅层地下
水 。一 般 情 况 下 ，地 表 水 硬 度 低 于
150mg/L（以碳酸钙计），为软水；地下
水硬度高于150mg/L（以碳酸钙计），为
硬水。

水的硬度对生活和健康有什么影
响？如何除去饮用水中的暂时硬度？长
时间饮用硬水对泌尿系统结石的形成
可能有促进作用；饮用软水的人群高血
压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死亡率高于
饮用硬水的人群。从人体健康角度考
虑，理想的饮用水硬度为150—300mg/
L。成都的水硬度是100-180mg/L，完全
符合国家标准以及理想的用水硬度。

据成都日报

潺潺流水、空中飞廊……9月24日，
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目前，成都高
新区第3个湿地公园、高新西区首个湿
地公园——西区中水湿地公园已建成
开放。

20余种水生花草植物
呈现四季不同景观

据了解，西区中水湿地公园位于
高新西区芙蓉大道和西源大道交汇
处，是西区污水处理厂的配套湿地公
园，占地面积约8.79万平方米。该公

园是集“海绵公园、科普教育公园、
功能性公园”为一体的城市综合绿色
基础设施，能够实现“雨洪调蓄、废
水净化再生、生物多样性修复、科普
教育和艺术化体验”等多重价值，一
个颜值、功能兼备的“城市绿心”尽
显生态魅力。

在公园里，绿化景观丰富多彩，从
栾树、樱花、红枫等高大乔木，到睡莲、
菖蒲、芡实、荷花等20余种水生花草植
物，西区中水湿地公园里种植了多种不
同种类的植物。

每天净化水约6万吨
助力节能减排水环境治理

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西
区中水湿地公园在提供休闲观光场所
的同时，也承载了水质净化、雨洪调蓄
等多重功能。据悉，公园采用下流式预
埋微生物垂直流人工湿地方案，利用砾
石、人工介质、植物、微生物协同作用，
对污水进行处理并以岷沱标准为出水
标准。

记者了解到，西区中水湿地公园采
用新型生物质填料，其主要成分为硅、
铝、钙、铁、镁、钠和锰等十几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同时还有少量未燃尽的
碳，多孔质轻，且持续向湿地释放碳源，
促进总氮污染物的去除，材料比表面积
高达15㎡/g，抗冲击负荷，易于吸附污
染物，有效降低水体中总磷浓度，填料
上生物膜存在合理的梯度分布，淤泥龄
长，具有良好的生物亲和性。

此外，公园里的水池均铺设了砂石
并种植了水生植物。“它们将通过吸附、
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
解、转化、植物遮蔽等方式，有效净化水
质。”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园每天能净化约
6万吨水。 据成都日报

大会开幕式

高新西区中水湿地公园

“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
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因素，比
如发展导向、价值导向、空间
支撑、路径保障、目标导向
等，这些因素都关系到公园
城市是否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来自重庆大学建筑城规
学院的邢忠教授认为，公园
城市建设，须从更为广阔的
区域视角出发，“在建设过程
中要与多层面的空间规划体
系相结合，这样才有助于区
域生态系统保护，有助于城
乡生活品质提升。”

邢忠教授通过他和团队
参与的一些案例进一步剖析
公园城市的建设逻辑。他认
为，在构建公园城市过程中，
要做到思路转变，在前期规
划环节就要综合考虑到一个
区域的资源、产业、空间、交
通、人口、治理等因素，做到
前瞻布局。

演讲环节，参会嘉宾纷
纷进行观点“亮剑”，然而，
一个并非纯生态领域的话
题被抛了出来——钱从哪
里来？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
的资本运营方式引发大家
的探讨。针对这个问题，中
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总规划师闵希莹提出
了她的“解决方案”：“公园
城市的建设与运营的主体
不仅包括政府，还应该包括
社会组织、企业和广大公
众，要引入多元建设和运营

主体。”
那么，闵希莹所言的“多

元参与”如何实现？据她分
析，公园城市建设要对社会
组织赋能，比如，鼓励社会机
构参与公园城市运营，设立
公园城市种子基金，要调动
公众的力量，鼓励居民参与
到公园、小微绿地的选址、设
计、改造、运营、提升的各个
环节中，还要调动和激励市
场力量参与进来。“可策划和
举办多种适度盈利性活动。”
闵希莹进一步举例，比如，挖
掘公园城市的健康内涵，举
办全民健身活动；挖掘教育
功能，为青少年提供户外研
学；挖掘文化内涵，开展公园
文创活动；挖掘社会互动功
能，引领新消费模式，“公园
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其中发生
的多元活动，要让空荡荡的
空间成为真正充满记忆和归
属感的场所。”

腾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旭带来了一场技术味儿
十足的观点分享，他认为，
公园城市的建设应该强化

“智慧城市”理念，可以借助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智
慧化手段去赋能公园城市
建设，在此过程中实现新场
景、新消费、新经济、新产业
的培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叶燕 实习记者 宋嘉问

公园城市建设如何用好生态本底？

规划专家给成都“支招”

首届 FIRST 成 都 惊 喜
影展9月26日晚上落下帷
幕。电影人谢飞、黄晓明、
曹保平、周冬雨、饶晓志、
李易峰、梁静、杨庆、忻钰
坤、周一围、杨千嬅、王迅、
包贝尔、李光洁等亮相惊喜
盛典现场。

本届惊喜导师周冬雨说
能来到成都非常高兴，她也
谦虚地表示这次的经历是和
其他电影人共同学习的过
程。本届惊喜影展惊喜大使
李易峰说希望有更多的电影
能来到自己的家乡成都取
景，同时也希望自己在演技
上、工作上有更多突破。

FIRST 成 都 惊 喜 影 展
LAB出品人黄晓明亮相惊喜

盛典，他说自己刚出道时受
到过许多电影前辈的帮助，
他希望现在也可以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回馈这个行业，帮
助更多的年轻电影人去创作
好作品。

今年是FIRST成都惊喜
影展举办的第一年，成都浓
厚的城市文化给创作者们带
来了不少惊喜。来自全国各
地的类型片创作者齐聚成
都，有的带着作品亮相剧情
片实验室接受公开评议，有
的拿起摄像机在成都拍了一
部个性十足的短片……成都
的浓厚文化为他们的创作带
来了灵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世豪

首届FIRST成都惊喜影展落幕

黄晓明周冬雨李易峰
“惊喜”亮相

大会包括
■ 开幕式暨主论坛
■ AI安全分论坛、金

融安全分论坛等6大高峰对
话分论坛

■ 第四届“巅峰极客”
网络安全技能挑战赛、首届
网络安全极客少年挑战赛等
2个专业赛事

■1场面向国内顶尖“白
帽黑客”的闭门会议

9月26日下午，作为2020/2021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的重要专题论坛之
一，“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学术对话
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
蓉城，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智慧力量。

专家、学者们从生态本底保护、生
态价值转化、建设运营机制、科技手段
赋能等层面给成都支招，现场掀起理
论与案例的思想交锋。

“我主要从5个框架体系
和大家分享我对成都打造公
园城市示范区的一些建议。”
下午论坛活动中，第一位登
台演讲的嘉宾——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
规划系主任林坚教授开宗明
义，他指出，公园城市的建
设，首先要尊重所在地的自
然地理特征，要坚持因势利
导的原则，要与当前我国“双
碳”目标相契合，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建设理念，善
用空间资源。

在林坚教授的分享中，
“生态本底”成为关键词。“成
都多元的自然地貌，形成了
现在城镇-千里沃野-绵延
丘陵-壮美山峰构建的公园
城市自然地理格局。”在点赞
成都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余，
林坚建议，成都应建设山水
林田有机互补的公园城市，
尤其要保护好城市的生态本
底，这其中包括要保护好龙
门山生态屏障及龙泉山城市
绿心，保护好岷江水系和沱
江水系，大力“引绿入城”“引
风入城”，构建城市通风廊

道，提升城市气候的舒适性。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注

重生态本底保护，成为演讲
嘉宾的共识。成都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汪小琦也
认为，公园城市建设要注
重生态修复，筑牢绿色基
底，“要突出山水林田湖草
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强
化水生态修复，推动提升生
物多样性，整体构建开放贯
通的生态网络格局。”演讲
中，他通过案例展示提出了
上述看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论坛现场，来自深圳的一组
数据让现场听众连连点赞
——2020年深圳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55天，
优良率达97%，全市灰霾天
数为3天。在深圳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事长司马晓看来，公园城市
建设要有系统构建的思维，
应该突出生态绿化，另外，

“公园城市的营造，应该朝
着更自然健康、更公平共
享，更魅力独特，更人文关
怀的目标迈进。”

保护生态本底
构建城市通风廊道

采取资本运作
巧用科技手段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