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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啦，来啦，2022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
称“服贸会”）来了。9月 1日
一早，记者来到服贸会首钢园
会址。当服贸会遇上“工业
风”，会有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进首钢园，映入眼帘的
便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冬奥会期间吸
引各国运动员争相打卡的So-
Real蛟龙号载人深海模拟体验
器，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大家
都在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番，排
队人数不断增加。坐进全息舱，
观众们可以通过万向座椅+VR
眼镜“一键切换”畅游到深海之
中，感受各种各样的小鱼、大鱼
扑面而来。除了这，我们还可以
欣赏很多有创意、高颜值的文博
文化产品，现场参与各种博物馆
的打卡集章活动，近距离感受编
钟演奏等文博特色的展演项目
等等，充分去体验“博物馆+”的
文创成果。

都说“文体不分家,文体两
开花”。逛完文旅，逛体育。体
育服务专题展是本届服贸会面
积最大的专题展区，在这里，必
须推荐的是，天冰TR10自动
炮式造雪机，通过它观众们可

以近距离感受冬奥赛场上全球最前沿的造雪“黑科
技”。我们还可在展馆中体验马术、击剑、水上桨板、
冰雪运动等新兴运动。此外，AR互动观影台球最为
吸睛，它利用球桌上方的摄影机将图像传输到电脑视
觉捕捉系统中，通过颜色辨识将母球和子球以白色圆
环圈出，并预测球杆位置，投射出母球可能的落点及
反弹方向，在投影的指示下菜鸟也会变成台球高手。
这些体育健身领域的新体验都等你来。

走出体育服务展，不远处就是超酷炫的“元宇
宙”体验馆，走进展馆科技感、未来感瞬间飙升。
在这里有国际一流的元宇宙体验场景的首秀，有智
慧起源、文明折叠、盗梦空间等一系列的主题场景
带你沉浸式体验元宇宙的奇幻世界。不过你来的时
候一定要体验一下“绿幕”空间。当你站在绿幕之
中时，通过XR视频技术，这时你已经去了一趟火
星或正在雪上古建筑中赏雪景。这些逼真的呈现是
渲染技术和移动捕捉技术让虚拟画面和现实世界融
合在一起的效果。这么有意思的体验，一定要记得
拍照。

从文旅到体育服务，再到数字科技，这只是服贸
会的三分之一，你心动了吗？赶快来打卡吧！

当
服
贸
会
遇
上
﹃
工
业
风
﹄

本
报
记
者

李
元
丽

9月 1日，开学日，同一天
开放的2022年服贸会教育服
务专题展同样热度不减。智慧
教育、智慧课堂、智慧学习……
教育专题展区可谓“数味”十
足。

一摘一扫即可获取释义的
学习手表；通过一个简单的语
音口令，即可实现指尖点读查
词、语音百科问答、定时提醒等
AI伴学功能的学习桌；利用碎
片化时间高效背单词，待机超
过150天的喵喵机单词卡……
这些智能硬件产品是作业帮

“教育+科技”双引擎强大助推
的结果。

首次亮相国际展会的飞象
星球，一口气带来了飞象双师

素质课堂、飞象智能作业系统、
VR虚拟课堂、飞象智慧校园、飞
象星图五大“黑科技”，其中飞象
智能作业系统则最引人关注。在
作业场景里，飞象智能作业系统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帮助老师
一键布置针对不同学生的 “个
性化作业”，在学生完成纸质作业
后，系统1分钟便能完成100份
作业的智能批改，并同时上传每
个学生的作业数据，老师通过数
据可对每位学生作业情况进行智
能分析。

在科大讯飞展台，一套智慧
体育产品和方案则吸引了运动达
人的目光。智慧体育设备不仅能
自动采集学生运动完成情况和运
动数据，还能对学生们的运动姿

态、运动过程、运动成绩等关键指
标进行实时分析和反馈，大大增
强了学生们运动锻炼的兴趣和积
极性。通过数据分析，老师也可
以清晰获取学生运动情况，实现
对学生体质健康教育课中和课后
一体化管理。“我们希望通过技术
深耕，不断满足中小学体质健康
提升的需求，发挥‘智慧+体育’
的最大效力。”科大讯飞展台负责
人说。

在这里，一大批教育科技企
业正在展示最前沿科技研究成
果；在这里，一大批最新教育科技
产品纷纷亮相。一样的金秋，不
一样的服贸会。在这个金秋开学
季，一场“数字+教育”的浪潮正
在涌动。

“ 数味”十足的教育展区
本报记者 孙琳

9月的第一场“健步走”，留给了
大而热闹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综合展
和专题展区。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了
服务者身上。

“买块砖吧，居庸关长城的！”乍一
听实在惊心，仔细一看，这块由北京文
旅集团携手遥作数字艺术平台发售的

“居庸关长城·探索数字城砖”不仅是
全球限量藏品，还自带NFR实物权
益，妥妥来自元宇宙！更重要的是，产
品受到热捧背后，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让我们感受到了“老树发新芽”的强大
生命力。

“我们的客户都在参展。”软件企

业星环科技展台负责人说话很有底
气，金融业、医疗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机场码头，很多地方都用了我们
的技术。那么，一家科技型服务企业
是靠什么服务了这么多服务业“同
行”？答案是全品类的基础软件产品
——依靠智能大数据云平台、大数据
基础平台、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大
数据开发工具、智能分析工具和超融
合大数据一体机，这家企业可以为各
类型企业定制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底层
技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客户画像，
还是医院临床中心实现个性化诊疗、
智能分诊，都不是难事。而被其服务
的企业，也由此提升了自身服务消费

者的能力。
不用打开各种App，无需绑银行

卡，“碰一碰”就能完成支付。本届服
贸会上，中国银行联合美团发布的首
款面向大众流通的数字人民币硬件钱
包产品——数字人民币低碳卡硬件钱
包，其背后逻辑是您无需打开手机扫
码支付，只要“亮卡”，支持数字人民币
受理的商户可以通过“反向扫码”完成
交易。不过也有人问，手机支付挺方
便，有必要再多个“钱包”吗？

“我平时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这张
卡对我来说很方便。”已经退休的石景
山区居民黄女士在首钢园区数字人民
币大道现场申请了低碳卡。“听说今后

还能用来骑车、坐公交和地铁，这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特别实用。”黄女士表
示。当“卖卖卖”平台和“存存存”机构
联手，消费者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

近年来，中国商品、中国服务通过
跨境电商触达世界各地，引领全球贸
易增长。在大型电商平台之外，不少
卖家也在布局独立站。而面对人民币
汇率步入了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加
强汇率风险管理成为卖家们的重要课
题。

新的痛点也会带来新的商机。据
了解，服贸会参展企业、数字服务企业
连连数字旗下连连国际就在跨境支
付、汇兑等服务基础之上，持续携手持
牌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独立站融资服
务、“星汇锁”+“星盘”全流程外汇风
险管理方案等产品。

数字化为服务业打开了一扇门，
门外的诸多需求是网格式、更清晰的，
传统服务者同时也是数字消费者，而
终端消费者注定是大赢家。

服 务 者 ，也 被 服 务 着 ！
本报记者 崔吕萍

9月1日，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两大展区正式开放，全球服务贸易
中的新技术、新服务、新产品同台亮相。图为国家会议中心里观众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一站式体验全球服贸最新成果一站式体验全球服贸最新成果

仓廪实，天下安。大国良策守护大国粮仓。
针对当前农资价格依然高企情况，在前期已发

放300亿元农资补贴的基础上，中央财政近日又再
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100亿元，
统筹支持秋收秋种，弥补成本上涨带来的种粮收益
下降。至此，2022年中央财政已分三批累计下达补
贴资金400亿元。

“今年上半年我们共收到三笔补贴。第一次是
发给原承包户的田亩补贴，每亩120元。第二次每
亩40元和第三次每亩16.4元的补贴，都是发给实际
种粮户的农资补贴。”作为一家农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江苏省兴化市政协委员谢国政刚刚经历了夏粮
丰收的喜悦，“小麦产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去年亩产最高 900 斤，今年则达到了 1300
斤。”这个夏天，谢国政经营的1300多亩土地给了他
最丰厚的回报。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是让农民种粮有钱
挣。而种粮收益一端是价格，一端是成本。今年，国
家继续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较上年均有提高。但相对粮食价格，农资价格抬升
较快，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农民
种粮的收益。“我们统计了一下，人工、收割费、田亩
租金及农资等加在一起，每亩成本比上年增加了
280元左右。”谢国政说。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对“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作出明确部署：按照让
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
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发放农资补贴，对象要‘精准’、 标准要‘精
确’、实效要‘精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农业大学
校长吴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补贴政策实施的
前提是“真正在种粮”，要真正瞄准实际种粮农民，避
免政策对象“失准”。要根据“谁种粮谁得补贴”原
则，合理区分种粮耕地与非种粮耕地，精准识别实际
种粮主体，高度重视因土地流转双方合同约定而导
致事实上的政策对象失准。

“要把钱补贴给真正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
际种粮户，避免资金‘撒胡椒面’。”吴德建议，要避免简
单粗放地依据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而要考虑种粮的种
类，如水稻、玉米、大豆等，合理测算不同种植规模的农资需求差异，根据购买
农资时间、数量、价格等，“精确”确定一次性农资补贴资金发放标准。

吴德认为，一次性农资补贴资金政策的实效要“精益”，实现政策惠
农，就要加大对农资市场价格监管力度，尽量避免补贴资金对农资市场价
格的扭曲，防止农资价格因政策补贴而不断上涨，避免财政惠农效应降
低。此外，还要依靠大数据，运用粮食作物保险承保数据、农资购买相关
数据、粮食产量数据等现有数据，不断提升政策实施效率，提高粮农对补
贴政策的体验感、获益感。

在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传喜看来，中央财政的专
项资金能不能到达实际种粮者手里，地方政府要担起责任。除了清晰界
定谁是“实际种粮者”外，还需引导农民正确看待粮食安全这个“国之
大者”。他在调研中发现，因为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比种粮食高，一些
种粮大户就种起了“来钱快”的树苗等经济作物。尝到甜头后，种粮就
被远远抛在脑后。“这种做法，短期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长期肯定不
利于粮食安全。”马传喜说。此外，马传喜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特殊现
象，例如：上海近郊的土地可能是周边省份前来务工的农民在种，农资
补贴究竟应该由上海发放，还是由其户籍所在省份来发放，应该有明确
的说法。

中央财政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屡屡送出政策“大礼包”
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马传喜建议，地方政府要通过合理引导
种粮农民，切实落实好国家政策，将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激励、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大家踏踏实实种粮。”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想要百姓的“米袋子”鼓，必先让种粮农民“钱
袋子”鼓。

鼓
起
粮
农
﹃
钱
袋
子
﹄
才
能
保
住
百
姓
﹃
米
袋
子
﹄

本
报
记
者

王
慧
峰

司
晋
丽

8月30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
订草案二审稿（以下简称“草案二
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据新华
社报道，草案二审稿不仅规定了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要采取种群调控、建设隔离
防护设施等措施，预防、控制野生
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还首次明确
了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
急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造成野生
动物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不承担
法律责任。

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我
国野生动物保护成效显著。近几
年，我们看到出走俄罗斯西伯利亚
的东北虎重回东北安家落户；中国
亚洲象数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50 头左右，增长到如今 300 头左
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朱鹮，
种群数量也显著增长。但在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增加的同时，人们

“逢猪”“遇虎”的频率也不断提
高。尤其是近年来，野猪与人类的
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这不免让人们
发问：“当人与动物发生冲突时，谁
来保护受伤的人？”

因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杨忠岐认为草
案二审稿的新增规定“恰逢其时”。

“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取
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一系列野
生动物伤人、伤害农作物的问题。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方
面，我们要根据野生动物种群的不
同状况，科学调控种群数量，在保护
它们的同时不能使其无限增长。例
如野猪，它的繁殖能力太强了，很容
易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要筑牢野生
动物保护区的‘篱笆’，减少野生动
物出区与人类发生矛盾，必要时也
可以考虑扩大保护区范围来满足种
群数量增加的需求。”杨忠岐说，草
案二审稿中增加种群调控、建设隔
离防护措施的规定，正是对人与动
物冲突等现实问题作出的回应，体

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与时俱进。
此前，面对野猪黑熊伤人、野

兔吃庄稼等事件，出于对野生动物
的保护，人们很难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但草案二审稿中对于面临野
生动物伤害时，自卫行为在一定条
件下不再追责的规定，则让人们遇
到此类事件时有望“有法可依”。

“像野猪、黑熊、老虎等大型野
生动物杀伤力较大，伤人后果严
重。不追究危急情况下伤害野生
动物的法律责任，能有效保护人民
的生命安全，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
律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精神。”

面对野生动物对人类造成的
伤害，全国政协委员，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
卫生院副院长资艳萍曾在两会期
间多次建议提高野生动物肇事补
偿标准，减少野生动物肇事给人们
造成的损失。此次草案二审稿也
新增了相关规定，即地方政府采取
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
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予以补助。“这
可以有力地保护人民的财产安
全。”杨忠岐说。

但对于面对野生动物伤害时，
危急条件下自卫行为不予追责的
规定，杨忠岐提醒：“不追责并不等
同于可以随意捕杀野生动物，我们
要严格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采取科学手段应对人与动
物的相关矛盾。”

杨忠岐表示：“野生动物通常
不会主动攻击人，人们在增强防范
意识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非必要不进入野生动
物生存空间，与动物保持合适距
离，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逢猪”“遇虎”怎么办？
本报见习记者 吕婉莹

第第22时间时间

（上接1版）
走进马尔康市马尔康镇达萨社

区，一场“有事来协商”正在社区
“嘉绒问计堂”举行。“我们这是老社
区，车多、人多、路窄，快递员在送
货时经常因违停被罚款，意见很
大。”社区党总支书记郭胶萍反映的
问题引起大家重视。

如何在方便群众生活和加强管理
上取得平衡是本次协商的主题。参加
协商的市政协委员们出起主意：规范
快递车辆标识，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
下，在规定时间内不予处罚；在方便
群众取件的地方增设快递收发柜，减
少快递车辆停留时间……委员们的建
议立即得到参会各方的支持。

“去年以来，市政协围绕基层治
理、巩固脱贫、全域旅游等民生热点
问题开展协商36次，解决了环境整
治、土地流转、群众出行等问题21
个，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满意
度。”看到协商再次取得理想结果，
马尔康市政协主席昌旺高兴地说。

“再加把劲儿，要确保冷藏库在
莴笋大规模上市前投入使用，不然种
植户的损失就大了！”在松潘县富岷
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加工车间，县
政协委员泽仁周正忙着指挥工人扩建
冷藏库。他告诉记者，蔬菜价格波动
大、风险高，为此他正在修建一个
2000平方米左右的冷藏库，并购买
了一套烘干加工设备，将为周边近

80户蔬菜种植户提供仓储、加工及
销售服务，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这一举措对我县蔬菜加工产业
发展大有裨益。”正在此调研的松潘
县政协主席马骞高兴地表示，将组织
更多委员就扩大蔬菜加工规模、打造
农产品品牌等出谋划策，为正在起步
的蔬菜加工产业争取更多政策支持。

关注困难群众 倾情助力民生

随着旅游的复苏，巨大的人流为
若尔盖县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
当地相对薄弱的保障能力形成压力。
县政协委员程秀芳的手机就被反映问
题的群众打得发烫。

程秀芳出生在一个极度困难家
庭，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她1999年
贷款开起了唐克镇第一个“藏家
乐”，并成为唐克镇旅游业的一面旗
帜。富起来后的程秀芳从未忘记党对
自己的帮助，她把自家酒店作为脱贫
攻坚培训基地，吸纳24名贫困群众
长期就业；为贫困户送电视、送米
面；斥资900万元帮助贫困村建设发
展民宿产业……

“今年，她建议在镇上增设‘核
酸检测点’，得到镇党委的重视和采
纳。在程秀芳的提议下召开了小微协
商，协助党委、政府就更好保障游客
出行达成许多共识。”若尔盖县政协
主席阿达介绍。

“来料加工产业不需要太多技
术，只要手巧勤劳就可以。”在汶川
县羌妹子贸易公司内，县政协委员杨
梅正向前来咨询的村民介绍。2018
年，来料加工项目被正式引入汶川，
杨梅也成了当地第一个开始做来料加
工的人。

很快，杨梅发现，服装产业在解
决妇女、老人、残疾人以及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在
她的不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妇女、
残疾人以及就业困难人员走出家门加
入了她的队伍，不少人每个月能挣五
六千元。

“全县已建成来料加工车间 37
个，吸纳就业困难人员241人，参与
来料加工的工人突破1500余人，参
与培训人数达1万余人次。”一直关
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的汶川县政协主
席王志勇对该项产业的前景信心
满满。

“阿坝州集民族地区、高原牧
区、革命老区等于一体，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任务异常
繁重。”州政协主席尼玛木在谈及下
一步工作时表示，州政协将持续推动

“双助”活动纵深发展；不断探索推
动“有事来协商”工作焕发活力；完
善充实委员培训方案，提升委员协商
能力和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
考核激励机制，努力交出更多优秀的

“委员作业”和“政协答卷”。

藏羌群众尽欢颜

本报讯 （记者 谢颖 张丽） 9月 1
日晚，一场以 《奋进新时代 扬帆新征
程》为主题的综合性文艺晚会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演出，这标志着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中国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北
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艺术的盛会、人
民的节日”为宗旨，秉承“创新、开放、
精品、共享、融合”办节原则，充分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工作新作为新气象新
高度。

艺术节期间，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进行展演，包括文华奖参
评作品 58 部 （台）、特邀剧目 26 部
（台）、群星奖参评作品100余个；举办全
国优秀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三项展览；
举办“人民为中心 文艺攀高峰——纪念
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80周年主题展”；举办全国演艺
及文创产品博览会。此外，京津冀三地还
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艺术惠民活动和特色文
旅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一体化向
纵深发展。

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最具
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盛
会，自 1987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12届。

第 十 三 届 中 国
艺术节在北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