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对极端天气和气候
变化的应对需要从以下方面
着手和加强遥

第一是在经济建设过
程中袁要关注气候变化背景
下极端天气发生的强度和
频率袁以及其带来的气候风
险袁进行气候的可行性论证
和气候风险评估袁对未来可
能发生的灾害影响及早考

虑遥
第二是在气候变化风险

监测和预警评估方面袁 要进
一步提升相应的能力水平袁
提高监测预测的提前量和准
确性遥

第三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科学研究遥 提高对气候变化
关键问题的认识和气候风险
管理水平遥 第四是要提高公

众对于极端天气的防范意
识遥 公众需要了解气象灾害
的基础知识和防御手段袁及
时获取相应的信息遥 同时要
培养公众养成绿色低碳的消
费习惯遥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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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号”在火星满 100 天
截至 8 月 30 日袁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

问一号任务野祝融号冶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
方向累计行驶 1064 米遥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
好尧能源充足袁将继续按照野七日一周期袁一
日一规划袁每日有探测冶的高效探测模式袁向
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袁以获取更丰富
的科学探测数据遥

环绕器在轨运行 403 天袁距地球约 3.92
亿千米袁 于 8 月 24 日使用高分辨率相机对
着陆区域成像袁 获取了 1 米分辨率影像袁图
像中火星车行驶轨迹清晰遥 曹冰

碳基材料将纳入“十四五”
原材料工业相关发展规划

大到航空航天装备袁小到羽毛球拍等体
育用品袁碳基新材料正在各个野物件冶中大显
身手曰制备出高密度高纯半导体阵列碳纳米
管材料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性能超越同等栅
长硅基 CMOS 技术的晶体管和电路袁 展现
出碳管电子学的优势遥 现阶段袁碳基新材料
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遥

8 月 24 日袁工信部网站正式发布答复
政 协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第
1095 号提案的函件遥 函件显示袁下一步袁工
信部将以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需
求为主攻方向袁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引导袁
将碳基材料纳入野十四五冶原材料工业相关
发展规划袁并将碳化硅复合材料尧碳基复合
材料等纳入野十四五冶产业科技创新相关发
展规划袁 以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袁 攻克
野卡脖子冶品种袁提高碳基新材料等产品质
量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尧产业链现代化遥

张依依

紧锣密鼓的研讨交流尧 展览
展示袁一系列科技成果亮相尧一揽
子合作促成遥 2021 世界 5G 大会
完成预定议程遥 9 月 1 日傍晚袁北
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宣
布 2021 世界 5G 大会圆满落幕遥

一场主论坛尧11 个 野5G+冶行
业论坛为各行业权威专家与企业
高管提供了深度交流的平台袁大
家围绕未来通信技术方向尧5G 科
技合作尧 行业应用与创新等多角

度展开研讨遥 能达成共识的袁将转
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袁有争议的袁达
成携手解决的共识遥

大会推荐的十大应用案例袁
均来自我国 5G 行业应用第一线袁
将对 5G 落地千行百业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遥

呼应 野5G 深耕袁 共融共生冶
2021 世界 5G 大会这一重要主
题袁34 家企业尧620 余件 5G 与各
行业融合应用的解决方案及创新

产品集中展出袁全面呈
现 5G 全产业链的技
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遥
2000 平方米的展览展
示袁吸引了近 5 万人到
场参观尧体验遥

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顾瑾栩
在总结本次大会成果
时指出袁2021 世界 5G
大会集聚产学研用创
新资源袁 全面展示了
5G 技术和应用创新成
果袁搭建了国际交流合
作与产业链协同创新
桥梁袁营造了 5G 产业
发展的良好氛围遥

以搭建 5G 先进
技术应用展示平台袁树

立行业标杆为目标袁 由未来移动
通信论坛主办的 5G 应用设计揭
榜赛吸引了 400 多个团队参赛遥

经过两个月的层层选拔袁历
经初赛尧复赛严格的评审和评估袁
大会闭幕式公布了 25 个优秀设
计方案胜出遥

主持闭幕式的工信部通信科
技委秘书长尧 未来移动通信论坛
常务副理事长张新生评价院野一大
波 5G 行业应用最新的优秀创新

成果产生袁作为 5G 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袁 他们
的创新实践袁将推动 5G 产品和服
务在更多场景落地开花遥 冶

大会首日未来信息通信技术
国 际 研 讨 会 发 布 的 8 份 FU鄄
RURE 论坛系列技术白皮书及研
究报告吸引了业界目光袁 但这只
是一个开始袁 一揽子产业技术成
果在大会落地遥

顾瑾栩介绍袁 大会期间发布
了 8 份技术白皮书及研究报告袁
北京市属公园 5G 应用场景建设
等 18 个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袁
京东尧京东方尧华为等多家优秀企
业发布最新技术成果和新产品遥

北京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的过程中袁5G 既是重点聚焦领
域袁也是强大基础支撑遥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
劲松在闭幕致辞中表示袁 大会的
成功举办为北京数字化尧网络化尧
智能化的发展及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的建设提供了更多机遇遥

作为北京首个野活动碳中和冶
的国际性会议袁2021 世界 5G 大
会所有用电均采用 100%绿色电
力遥为此袁北京绿色交易所向 2021
世界 5G 大会颁发了碳中和证书遥

刘艳

据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最新消息袁 由其牵头承担的
野十米级微波无线电能传输
技术研究冶项目袁研制成功十
米级微波无线电能传输样
机袁在国内首次实现 20 米距
离千瓦级功率电力的隔空输
送 袁 整 体 传 输 效 率 达 到
25.5%的世界先进
水平遥 项目已通过
国家电网专家组
验收遥

项目负责人尧
中国电科院储能
与电工新技术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
蒋成介绍袁微波长
距离无线电能传
输技术作为传统
有线输电网络的
重要辅助和补充袁
可在有线输电受

局限的一些特殊场景发挥重
要作用袁 如高空无人机和高
空作业平台持续供电袁 无线
传感网络充电袁以及海岛尧峡
谷尧 深山等特殊地理条件下
的供电遥此外袁在自然灾害或
特殊抢修等紧急状态下袁可
采用微波输电方式对灾区或

断电区域快速恢复供电曰小
型化可移动微波无线输电设
备还可用于对大容量临时用
户负载供电遥 付琳

20 米距离千瓦级功率隔空输电国内首次实现

5G 行业深耕硕果累累

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