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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话诵百年伟业，规
范字写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
2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以下简称“推普周”）开幕式14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举行。记者在开幕式上了解

到，我国将按照“聚焦重点、全
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推普工作
新方针，实现到 2025 年全国范
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5%的
目标。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摄

第24届全国推普周开幕

力争到2025年普通话普及率达85%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 魏玉坤 申铖）记者 14日
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
到，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
额度由不超过 8000 元提高至不
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则
由不超过 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

示，综合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
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为了进一步
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将国家助
学贷款额度提高 4000 元。助学
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
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费。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终止办学公告
福州市鼓楼区锦标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冶山

路 105号一层二层，办学许可证号:教民

135010270002701 号 ，证 书 流 水 号 ：

NO.20140079746。由于学校地址租赁期

满，未找到合适的新办学地址，经我校举

办者提出、我校董事会研究决定终止办

学。特此登报说明。

福州市鼓楼区锦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高原高寒铁路大直径TBM

“雪域先锋号”
首次实现远程操控始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从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国内首台应用于高
原高寒铁路的大直径 TBM——“雪域先锋
号”14日成功实现地面远程操控始发，标志
着我国高原高寒地区长大隧道智能化施工迈
入新阶段。

“雪域先锋号”全长245米，重约2500吨，
采用了加强型刀盘设计，同时主轴承也采用
了特殊设计，能够满足TBM在极端条件下的
长距离掘进。在应对岩爆地质方面，安装了
集成岩爆检测系统，能够进行24小时不间断
监测。

我国自主研发

智能航行船舶在青岛海试
据新华社青岛9月14日电（记者 王凯）

9月14日，在青岛海事部门保障下，我国自主
研发的智能航行300TEU集装箱商船“智飞”
号，在青岛女岛海区成功开展海试。

据介绍，300TEU集装箱商船“智飞”号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具有智能航行能力、面向商
业运营的运输货船，也是目前在建的全球吨
位较大的智能航行船舶。该船总长约110米，
型宽约15米，型深10米，设计航速为12节。

记者了解到，“智飞”号集成并安装有我
国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的自主
航行系统，并首次在同一船舶上实现直流化、
智能化两大技术跨越，具有人工驾驶、远程遥
控驾驶和无人自主航行三种驾驶模式，能够
实现航行环境智能感知认知、自主循迹、航线
自主规划、智能避碰、自动靠离泊和远程遥控
驾驶。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保存野生植物种子
达10601种

据新华社昆明9月14日电（记者 赵珮
然）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的野
生植物种子达10601种。万余种植物种子的
保藏使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安全得到有力
保障。

位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的中
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包括种子库、
DNA库、植物离体库、微生物库、动物种质资
源库等。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
工程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副主
任于富强介绍，该种质资源库于2007年开始
运行，是我国唯一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
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也是亚洲最大的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至8月，国内5G手机出货量1.68亿
部，同比增长80%。截至8月底，5G
终端连接数近 4.2亿。智慧医疗、
远程办公、智能制造……随着 5G
大规模应用普及，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更加智能、便捷的5G生活。
5G 将在哪些领域重点推进？

还将延伸到什么地方？未来，还有
哪些创新应用站上“风口”？

“云生活”，技术不断打开想象
车位预约、AR实景导航、一键

缴费……你还在为找车位发愁？
5G智慧停车，帮你化解困扰。

通过百度地图构建的智能算
法和解决方案，在上海南翔印象城
MEGA，3000个停车泊位可以实现
智能化联动和管理。停车难，在技
术的“加持”下逐步得到缓解。

智慧停车、远程医疗、协同办
公……高速网络下，人们的生活快

速进入“云时代”。
北京天坛医院联合北京安德

医智发布了急性脑卒中再灌注治
疗智能决策平台 iStroke，利用人
工智能快速精准进行影像分析，
共享接诊信息，缩短急救决策过
程；智慧果园实现自动浇水、自动
物理杀虫和可视化管理，产量提
高的同时运营成本降低；网络货
运平台实现在线货找车、车找货，
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压缩……聚
焦生活中的“痛点”，创新不断推
出。

以智能医疗为例，天眼查数据
显示，我国共有近32万家企业名称
或经营范围全部包含“医疗”、部分
包含“科技、智能服务、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智慧医疗相关企业。

“我国累计打造万余个 5G应
用创新案例。”工信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局长赵志国说，5G 适度超前
建设，极大加速应用丰富，在医疗、

交通、教育等行业形成一批典型应
用。

“云制造”，应用向生产端延伸
“5G+智慧港口”“5G+数字工

厂”“5G+城市建筑”……很多领
域，都因技术而变得不同。

“一切皆服务。”联想集团董事
长杨元庆用这句话来形容 5G为联
想业务带来的变革。

当计算能力、数字技术、智能
架构应用在供应链中更多环节、服
务于更多企业数字化转型，联想也
从电子信息制造商逐步向计算服
务、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等拓展。

从制造到服务，“产品”的形态
不断丰富；从做生产到建生态，产
业的边界加速拓展。

以服装为媒介，通过物联网等
技术将数据有机衔接，海尔与生态
链上的企业共同打造衣联网，覆盖
服装、家纺、洗衣液等 135个行业，

为用户提供衣物洗、护、存、搭、购
乃至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智慧解决
方案。“我们在生态上获得的利润
比单纯在电商平台高得多。”衣联
网生态链的一个晾衣架品牌负责
人表示。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5G 在
生产制造领域加速应用，特别是

“5G+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应用创
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5G+工业
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1600个。

随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步伐加快，截至今年6月底，制造业
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
53.7%和 73.7%。智能制造装备国
内市场满足率超过50%。

面向三大领域 加快创新应用
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103.7

万个，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级城
市、95%以上的县城城区。

快速“奔跑”的 5G，又迎来了
“新速度”——工信部宣布，要按照
适度超前的原则，全面推进 5G网
络建设，加快向乡镇覆盖延伸。

更加密集部署基站，5G 体验
感将大大增强；向更广范围延伸，
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享受 5G网
络冲浪；聚焦重点行业，更多智能
操作将亮相……

赵志国表示，面向新型信息消
费、实体经济、民生服务三大领域，
聚焦工业、交通、医疗、农业、文旅
等多个重点行业，再培育一批 5G
融合创新应用，遴选典型应用场
景，加快成熟模式复制推广。同
时，将加快交通枢纽、商业中心等
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

“我们将推动各地在场地场
所、用电、人才等方面加大对 5G的
支持，形成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
良好产业生态。”赵志国说。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终端连接数近4.2亿！

来，加快走进多彩的“5G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为进
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最大限度
降低感染发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医疗机构内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
指南（第三版）》，要求对部分重点
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
理。

指南要求，对参与相关诊疗工
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必要时，可集
中封闭管理，并根据疫情流行情况
和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需要时
可合理开展胸部CT、血常规、抗体
检测等检验检查。收治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实行
闭环管理。

针对发热门诊，指南明确，接

诊入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集
中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风险人群
的发热门诊，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
闭环管理。

对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定点医院及病区，指南要求，定点
医院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员（包
括医务、管理、安保、保洁、餐饮、
医疗废物收集转运等人员）及其

他直接或间接接触新冠病毒感染
者的工作人员（包括专门为新冠
病毒感染者提供服务的影像学检
查等医务人员、闭环管理人员的
通勤车司机等）应当严格实行闭
环管理，工作期间安排单人单间
集中居住，所有人员在驻地与定
点医院间两点一线出行，固定通
勤车辆，不得在定点医院内安排

驻地。
指南表示，医疗机构应当合理

调配人力资源和安排班次，优先
保障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及核酸
检测等重点部门的诊疗需求，医
务人员相对固定，缩短可能暴露
的时间，避免医务人员过度疲劳，
提供营养膳食，保障医务人员充
分休息。

最新版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指南来了

这些人员要实行闭环管理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望
隆新城（滨海新城安置房二期）项目位于福州滨海新
城201省道东侧、尚迁路南侧，2021年7月30日，福州
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A1#楼一层平面图
中部分内部隔墙调整，各层平面图中的其他服务设施
用房调整为商业设施用房（仅作为安置使用），剖面图
作相应调整；商业设施用房建筑面积2999.75平方米，
公共厕所建筑面积由 67.34平方米调整为 68.14平方
米，高低压变配电房建筑面积由 233.2平方米调整为
239.52平方米。根据《福建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
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2021年 8月 4日，将项目
A1#楼分层平面设计修改方案在福州日报、长乐区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项目现场进行公示，征求利害相关
人意见，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及听证申请。

为此，望隆新城（滨海新城安置房二期）A1#楼分
层平面调整已履行了法定程序，2021年9月2日，本局
批准了该项目A1#楼设计变更，变更后的A1#楼各层
平面图详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

http://fzcl.gov.cn。
根据《福建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现将规划变更批准情况予以公告。
福州市长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8日

关于批准望隆新城（滨海新城安置房二期）项目
建设工程设计修改的公告 长自然工〔2021〕324号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屋面层平面层

俊海云筑（二区）项目位于仓
山区福泉高速连接线南侧，规划岚
湖小学西侧。我局于 2020年 6月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 350101202010067号），现建设单
位福建日出瑞海置业有限公司因
电房位置调整及设计优化，申请进
行如下调整：DS2#楼建筑层数由15
层调整至13层，建筑高度相应降低
至 63.8米；DS5#楼建筑层数由 4层
调整至12层，建筑高度相应提高至
59.3米；DS3#楼建筑层数由 4层调
整至 2 层，建筑高度相应降低至
10.6米；DS6#楼建筑层数由 4层调
整至1层，建筑高度相应降低至6.1
米；各栋建筑轮廓及内部空间相应
进行调整；地下通信机房、高压配电
室、专用配电室由地下室移至地面
一层，地下室平面布局相应调整；
D1#楼1层住宅功能调整为商业。

调 整 后 ，总 建 筑 面 积 由
102185.8 平方米调整为 102143.44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由 67579.2
平方米调整为 67579.13平方米，其
中住宅建筑面积由 39395.65平方
米调整为 39171.77平方米，商业建
筑面积由 11937.08平方米调整为
8495.04 平 方 米 ，办 公 面 积 由
15065.72平方米调整为18547.09平
方米，机动停车车位数由 822车位
（含 38个微型车位）调整为 825车
位（含37个微型车位）；非机动车停
车由 2341辆调整为 2320辆，调整
后各项规划指标均满足省市技术
规定、土地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要

求，具体调整详见附图。
现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规定，征
求利害关系人意见，详情可查阅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ygh.
fuzhou.gov.cn)，公示时间为2021年9
月16日至2021年9月26日。

在公示期限内，利害关系人若
有意见，可来电或来信向我局行政
审批处反映（联系电话：87111956，
地址：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如
要申请听证，应在公示期限内书面
向我局法规处提出申请（联系电
话：83310951）。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办公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
西大道 193号 4号楼 5层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350500。

附注：
1.附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

批为准。
2.书面反馈意见（申请）发表时

间或邮戳日不应超过公示期的最
后一天 24:00，逾期视为无效意见
（申请）。

附图：1.原审批总平图
2.拟调整总平图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5日

俊海云筑（二区）项目总平面拟调整公示

原审批总平图原审批总平图 拟调整总平图拟调整总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