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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加持
汽车业快速复苏
以机械制造为主体的传统汽车产业袁 纷纷从疫情危机

中寻找转机袁突破传统经营模式袁拥抱数字经济袁寻找业务
增长点袁助推汽车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中转型升级遥

从线下转向线上袁利用互联网思维升级服务袁将数字化
渗透到汽车产销的每一环节链条中袁历经 68 载春秋的首都
国有企业祥龙博瑞集团走出一条传统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的新路子遥

受疫情影响袁野直播带货冶成为诸多行业的销售新趋势遥
6 月 6 日至 6 月 14 日袁该集团举办线上购车节活动袁亦从直
播入手袁 由集团常务副总尹思正与丰台区副区长张婕亲自
直播带货袁并借助野丰台发布冶野北京时间冶等媒体平台与大
众互动遥

线上续险尧预约年检验车尧预约二手车过户噎噎购车节
期间袁该集团通过野线上小程序+线下实体店+直播冶的方式袁
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服务袁 同时也解决了疫情期间验车上
牌难尧车辆过户尧报废尧二手交易等待时间长的难题遥

据了解袁 此次活动覆盖百万有购车意向的人群袁 近 7000
人报名参与遥 这不仅是对汽车行业野数字经济冶的一次实践探
索袁也对北京市促进消费回暖尧拉动经济复苏起到了示范作用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袁与互联网
相关的新业态尧新模式继续保持逆势增长遥 全国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1.5%曰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24.3%袁比去年同期提高 5.4 个百分点遥

随着直播带货尧线上团购尧云旅游等新型消费方式不断
涌现袁在野数字经济冶的加持下袁传统汽车产业通过线上手段
转型升级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下消费的不足袁对行业健康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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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
与干旱日袁中国的主题是野携手防
沙止漠 共护绿水青山冶遥

被称为野地球癌症冶的荒漠化袁
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地区尧
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遥 我国
亦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袁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 27.33%遥

防治荒漠化袁中国有决心有理
念袁更有行动和成效遥 黄河之水从
野中华水塔冶奔流而下袁润泽中华大
地袁也擘画出一幅青宁鄂防沙治沙
的绿色版图袁一条中国特色荒漠生
态系统治理和民生改善相结合的
道路越走越宽遥

野塞上江南冶要要要从 野沙漠袭
城冶到野人进沙退冶

宁夏地处我国黄土高原与西
部干旱风沙区过渡地带袁生态环境
极度脆弱袁 区内分布有腾格里沙
漠尧毛乌素沙地和河东沙地袁是我
国土地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遥

提起宁夏的沙漠袁不得不说中
卫遥

中卫市常年受到沙漠侵袭袁沙
化严重袁沙漠曾一度逼近距离城区
仅 4 到 5 公里的地方遥

为了抵抗沙漠化侵袭袁中卫市
历届党委尧政府始终把加快造林绿
化尧搞好沙区综合治理作为改善生
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点来
抓遥

沙坡头区的沙漠腹地集黄河尧
大漠尧高山尧绿洲为一体袁将西北雄

奇与江南秀美完美融合遥
沙坡头的老一辈科学家经过

反复试验研究袁提出了野以固为主冶
野固阻结合冶 的沙漠铁路防护体系
建设理论与模式遥 成果先后获得中
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尧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奖励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中卫市人民
政府投资 3.6 亿元袁 每年在腾格里
沙漠腹地扎设草方格袁 并种植柠
条尧花棒尧沙拐枣尧杨柴等沙生植物
7 万余亩遥 截至目前共完成扎设草
方格和营造灌木林 44 万亩遥

内蒙古草原要要要从 野死亡之
海冶到野希望之海冶

野黄沙滚滚半天来袁白天屋里
点灯台袁行人出门不见路袁一夜草
场沙里埋遥 冶这是几十年前内蒙古
鄂尔多斯境内毛乌素沙地的真实
写照遥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
勒盖治沙站面前这片 3 万亩的林
子袁十几年前都是流动沙丘袁每年
以 5 米左右的速度向南推进遥 现
在袁樟子松尧柳树尧杨树的成活率都
能达到 85%以上遥

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袁 鄂尔多
斯逐步形成了生态修复尧 生态牧
业尧生态健康尧生态旅游尧生态光
伏尧生态工业野六位一体冶的生态产
业综合体系袁带动沙区及周边农牧
民在生态产业链上发家致富遥

库布其治沙取得 343 项科技
创新成果袁防沙治沙经验已经推广
到西藏尧青海尧甘肃等多个省区市

和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遥
库布其尧毛乌素袁这两个昔日

的野死亡之海冶袁今朝变成了野希望
之海冶袁公路南北纵贯袁草灌乔筑成
一道道绿色长龙遥 如今袁鄂尔多斯
全市空气优良率 86%袁年降雨量不
断增加袁 生物种类由十几种增至
530 多种遥

2012 年至今袁鄂尔多斯沙区农
牧民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400 元增
长到 1.8 万元袁 享受到沙漠生态改
善和绿色经济发展的成果遥

张蕴

高分九号 03 星发射成功
6 月17 日 15 时 19 分袁 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袁 成功将高
分九号 03 星送入预定轨道袁发射获得圆满成
功遥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皮星三号 A 星尧和
德五号卫星遥

高分九号 03 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袁地
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袁 主要用于国
土普查尧城市规划尧土地确权尧路网设计尧农作
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袁可为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遥

搭载发射的皮星三号 A 星由浙江大学研
制袁主要对多模式测控应答机尧星载综合电子
系统等皮纳卫星技术进行在轨试验曰 和德五
号卫星由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研制袁
可在轨开展全球船舶航行状态采集尧 全球航
班飞行状态采集和全球物联网信息采集遥

牛镛

“玉兔二号”自主唤醒
结束了寒冷且漫长的月夜休眠袁 受到光

照后自主唤醒袁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 野玉兔二
号冶月球车 6 月 15 日正式进入第十九月昼工
作期袁即将执行一个全新任务院启程去探测一
个在月球表面刚刚发现的小坑遥

截至 6 月 17 日袁嫦娥四号已在月球背面
度过了 531 个地球日遥 在本月昼期间袁两器搭
载的科学载荷将按计划开机袁 继续月背探测
之旅遥 此次开机袁野玉兔二号冶又有了新任务遥
根据第 17 月昼全景相机拼接影像尧DOM 影
像等数据情况袁科研人员在野玉兔二号冶月球
车当前位置西南方向约 3 米处袁 发现一个直
径约为 1.3 米尧 深度不超过 20 厘米的小坑遥
小坑中央及东南方向存在反射率较高的物
质袁同周围月壤的亮度有明显区别遥

在第十九月昼期间袁 嫦娥四号将重点利
用红外成像谱仪对该小坑进行探测遥 吕骞

我国又一新冠灭活
疫苗临床试验揭盲

抗体阳转率 100%
6 月 16 日袁 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

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全球首款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玉/域期临床试验盲态审核暨阶段
性揭盲会袁在北京尧河南两地同步举行遥

揭盲结果显示院 疫苗接种后安全性好袁
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曰不同程序尧不同剂量
接种后袁 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体袁
其中 0 辕 28 天程序接种两剂后袁 中和抗体阳
转率达 100%遥

这是继 14 日科兴中维新型冠状病毒灭
活疫苗玉/域期临床研究揭盲后袁 我国又一
新冠灭活疫苗玉/域期临床试验揭盲遥

国药中国生物介绍袁此次新冠灭活疫苗
临床试验为随机尧双盲尧安慰剂对照的玉/域
期临床研究遥 4 月 12 日袁该疫苗全球首家获
得临床试验批件袁 玉/域期临床试验在河南
省武陟县同步启动遥

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导下袁
临床试验连续进行 66 天袁 获得了新冠灭活
疫苗两针接种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袁对
不同年龄尧不同程序尧不同剂量尧不同针次的
研究结果袁均有较为完整的呈现遥 这也是迄
今为止时间最长尧数据最全面尧效果最理想
的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结果袁为疫情防控和紧
急使用提供了科学尧可评价的数据遥 秦瑶芳

为世界防治荒漠化
开出“中国良方”

银宁夏灵武毛乌素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