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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7 日起，内蒙古及华北北部等地出现
浮尘或扬沙，其中多地出现沙尘暴，空气质量

“爆表”。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北方大部地
区 28 日仍受沙尘困扰，局地有沙尘暴出现，从
28 日夜间起大部地区沙尘强度将减弱，空气质
量改善。

沙尘笼罩北方 10 多个省份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饶晓琴
介绍，27 日起源于蒙古国的沙尘，到 28 日中午已
影响到我国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西部。
　　中央气象台的信息显示，28 日白天，新疆
南疆盆地和东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大部、甘
肃河西及东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西、河北、
北京、天津、河南北部、山东、辽宁中西部、吉林
西部、黑龙江西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涉
及 15 个省份。
　　其中，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山西北部、河
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有沙尘暴，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及东南部有
强沙尘暴。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了解到，28 日早
晨，北京地区风力增强，同时 PM10 浓度显著
升高，城区为 2000 至 3000 微克/立方米，大
部地区能见度 1 至 2 公里。

今年春季沙尘天气多发

　　今年 3 月 15 日前后，我国北方多地刚刚
遭受了“近 10 年来最强”沙尘天气，一些地方
有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
　　如今，仅仅过去 1 周多时间，沙尘天气卷
土重来，再次横扫北方 10 多个省份。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近些年来，我国北方已
经很少这么频繁地发生沙尘暴了。今年春季沙
尘天气频发的原因何在？
　　饶晓琴分析指出，今年气象条件有利于沙
尘天气发生。去年冬季以来，蒙古国南部、我国
内蒙古西部及西北地区大部降水稀少，地表干
燥，积雪覆盖范围较小。今年 2 月以来这些地
区气温显著偏高，地表土质疏松，沙尘起沙的物

质条件丰厚。春季，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当配
合有冷空气活动就极易起沙。气温异常有利
于蒙古气旋的生成和加强，强盛的蒙古气旋
将地面沙尘抬升至 1 — 2 千米的高空，并在
冷空气作用下向我国传输。

  防护林在控制本地沙源上作

用明显

　　面对沙尘暴卷土重来，不少人疑问，我国

近年来大面积植树造林、防沙治沙，防护林到
底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每年春季是我国北方沙尘天气高发的季
节。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00 年
至 2010 年 3 月，我国每年沙尘天气过程平
均为 6 次，2011 年以来平均发生 4 次，较前
10 年明显减少。
　　对此，饶晓琴表示，这一方面是在全球
变暖的背景下，冬季风势力总体减弱、冷空
气活动减弱，起沙的动力条件减弱。另一方

面也因为我国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工作的推
进，有效减少了沙源区面积，使得沙尘过程
减少。
　　专家指出，要认识到三北防护林等植树造
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善本地下垫面，减少本
地沙尘面积，抑制本地起沙和削弱部分低层次
的外来沙尘输送。然而，对于强大的、输送层次
比较高的外来沙尘阻挡作用有限。

（记者高敬）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北方多地黄沙漫天，空气质量“爆表”
（上接 1 版）

提升创新链

这些国外技术设备主动降价为什么

　　记者近日在鹰潭采访听闻一桩产业新
事：当地一家企业成功突破被日本古河等国
外公司垄断的银铜合金线坯和锡铜合金线坯
技术，原先 6 万元一吨的加工费如今只需 3
万元，迫使国外同款产品大幅降价。
　　唯创新者强，重创新者赢。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江西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竞
争力。
　　面向关键共性技术加大创新投入———
　　自 2015 年以来，江西连续 6 年大幅增
加省级科技专项资金，针对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产业的基础领域薄弱环节，研究
提出 62 个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重点方向，创
新资源重点聚集突破 20 个左右核心基础零
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有效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
　　“突破一个技术难点，就能激活一条产
业链。”鹰潭市工信局局长高华举例说，过
去鹰潭只有四五家企业生产超细铜线，通
过瞄准困扰行业关键技术，开展线径 0.03
毫米以下的超细铜线研发，制备出超细铜
线系列产品，如今全市已有 20 余家相关企
业，产业规模从 10 亿元量级跃升到 100 亿
元量级。
　　搭建重大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面对科技、人才资源禀赋不足的短板，江
西主动对接大院大所，引进中科院赣江创新
研究院、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等一批高水平
研发机构，成功获批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填补了省内无国家级大院大所直属机
构、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空白。
　　引进一家研究院，200 多家企业客户

“共享”。走进南昌小蓝经开区，这里的企业有
个“共享实验室”。南昌县委书记熊运浪介绍
说：“园区内半导体企业但凡有研发需求，都
可借用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南昌研究院的微纳
加工平台，包括研发设备和工程师，有效破解
中小企业缺资金买设备、研发能力不足等难
题。”
　　多管齐下激活创新主体———
　　近年来，江西着力从首台（套）采购、强化
应用牵引、中小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等方
面出台激励措施，强化企业创新动力，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不断巩固。
　　从一家租几间房创办的小公司到市值超
百亿的流量经济头部企业，短短几年依托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智能营销，江西众灿互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逆袭，品牌客户合
作数达上万家；通过创新，中微半导体设备有
限公司将过去依赖进口的 MOCVD 设备价
格从 2300 万元一台降至 900 多万元一台，
占据国内市场 85% 份额……
　　在江西，一个个创新突围的故事正在上
演，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持续攀升，成
为全国唯一连续 7 年进位省份。

优化生态链

这些新产业投资逆势跃升凭什么

　　春节期间，4 架 C919 大飞机抵达南昌，
在瑶湖机场进行试验试飞。
　　国内首款军转民机型初教 6 获颁 TC/
PC 证进入民用航空市场，国内首个民企自
主知识产权通用飞机冠一通飞 GA20 研发、
制造和交付……近年来，江西航空产业蓄势
腾飞，去年产值达到 1200 亿元，航空产业制
造规模居全国第三。
　　“航空产业被誉为‘下一个万亿元黄金产
业’，我们提前布局，一个以航空制造技术为
依托，集设计研发、制造、适航审定、试验试
飞、通航运营等于一体的航空产业生态圈正
加快形成，未来将以此为依托力争让 C919
第二总装基地在此落户。”江西省工信厅航空
和船舶工业管理处处长李晨炜说。
　　这是江西以生态链思维发展新兴产业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江西紧盯 VR 、物联网等
新兴产业，从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培育良
好生态，并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新动能培育
的“一号工程”，积极打造新兴产业发展新
高地。
　　在鹰潭，当地以打造智慧新城为载体，出
台 20 多项政策，持续推动智慧水表、智慧净
水器等物联网新产品全域一体化应用，试点
一批、成熟一批、推广一批，涌现出多个“百万
量级”应用产品，全市物联网核心及关联产业
产值达 500 亿元；
　　在抚州，当地错位发展经济高效的“算力
工厂”，填补中部地区无国家数据中心的空
白，构建大数据云计算、新型电子信息制造、
数字两化融合三大产业发展平台，吸引一批
云计算、软件开发、云游戏、图形渲染等企业
落户，2020 年数字经济对 GDP 的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 ……
　　良好产业生态，引来投资加码。2020
年，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电子信息
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和新医药产
业、航空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6.0%、30.2% 、
27.6%、71.9%。
　　“链”上发力，创新求变，江西正朝着更高
目标迈进。

3 月 28 日，一位市民行走在银川街头。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记者高敬）生
态环境部 26 日启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计划用 2 年左右时间，全面
摸清黄河干流及部分重要支流入河排污口
底数。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表示，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生态环境治理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是从源头推动污染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
要举措，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
基础性工作。

　　此次排查整治范围为黄河干流和渭河、汾
河、湟水河等重要支流，涉及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 省（自
治区）54 市（州、盟）。
　　按照“站在水里看岸上”原则，所有向水
里排污的“口子”都纳入排查整治，包括工业
排污口、农业排污口、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
雨 污 混 排 口 以 及 存 在 污 水 排 放 的 沟 渠、排
干等。
　　生态环境部提出，要落实“排查、监测、溯
源、整治”四项重点任务。一是摸清底数，全面

掌握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数量及其分布，建
立入河排污口名录。二是开展监测，分析掌
握污染物入河情况。三是进行溯源，基本查
清污水来源。四是分类整治，推动解决突出
排污问题，提升流域水污染治理水平。
　　据介绍，排查中，将综合运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航测、无人船监测、红外声呐探测和大
数据信息技术，对地广人稀、产业不发达的高
原及峡谷河段，通过卫星遥感、人工地面核查
方式排查；对开发强度大、人口稠密、排污相
对集中区域，采用无人机遥感调查、人工徒步

排查、专家质控审核等“三级排查”方式，切实
把流域入河排污口查清楚、数明白。
　　生态环境部计划约 2 年时间完成全流
域排查，再到 2025 年底前基本完成排污口
整治工作。通过排查整治，构建黄河流域入
河排污口大数据系统，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监管效率和水平。
　　 2019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已经先后开
展了长江、渤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以及黄河入
河排污口试点排查，为开展黄河全流域排查
整治积累了经验。

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沈汝
发）舟营公园、东龙山郊野公园、
驷马河公园……南京浦口区长江
沿线的公园串成一条美丽的江景
风光带。经过总投资约 1.5 亿元
的生态修复，原来脏乱差的这个
地段已经变成广大市民和游客的
重要休闲旅游区域。
　　这是南京加强长江生态保护
修复的一个缩影。据南京市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周宁晖介绍，南京
近年来持续加强长江岸线保护，
严格管控岸线利用，将试点推行
长江南京段河道“段格化”管理。
　　据该区城建集团负责人朱翔
介绍，2019 年 3 月投资约 1 亿
元实施十里造船带长江岸线复绿
工程，共对长江沿线拆除的 35
家船厂复绿，总面积达 135 万平
方米，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针对长江船舶污染的问题，国
网南京供电公司积极推动建设绿
色岸电，减少污染排放，目前全市
已实现港口岸电系统全覆盖。
　　周宁晖说，南京市严格实施
长江“十年禁渔”，加强禁捕管理

和执法，深入开展非法捕捞和销售非法捕捞渔获
物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将开展长江湿地修复与
物种保护，实施增殖放流，投放淡水经济物种、珍
稀物种 4000 多万尾。
　　另外，南京市还将加强入江支流水质治理，开
展跟踪、预警和调查监测，并按照“一口一策”原
则，完成 2382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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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余尾中华鲟、长江鲟放流长江

  3 月 28 日，环保志愿
者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汽
渡码头参加放流活动。
  28 日上午，“2021 年
中华鲟保护联盟公益增殖
放流活动”在湖北省荆州
市沙市汽渡码头举行，放
流中华鲟子二代 2020 尾
和长江鲟子二代 1000 尾。
  自 1983 年发现葛洲
坝下中华鲟自然繁殖以
来，沿江省市积极开展中
华鲟放流活动，累计放流
至长江中的数量约 700
万尾。
　　中华鲟作为鲟形目
代表物种，是长江生态的

“活化石”，被称为“水中
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王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