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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辉

9月 25日，2019数字经济峰会暨
河南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国际交流会
上，SAP（思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李
瑞成分享了他对智能经济的观点。

李瑞成说，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
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大量在
产业的应用。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技
术，物联网、数字化、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总结下来有五大技术趋势：超节点
连接、超级运算、云计算、智能世界、网
络安全。这五大技术趋势可以带来三
个非常大的影响。第一，商业模式会发
生改变，通过连接，我们可以看到无穷
的商业模式。第二，对业务流程会有
很大的影响，比如智能制造与人工智
能的融合，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
化。第三，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方式。

经济进入新常态，怎么运用人工
智能的方法将传统行业进行提升，形
成新旧动能的转化，是一个新命题。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投资规模很
大，但是投资的渠道相对狭窄，大量
的资金投入到视觉应用、语言应用等

方面，缺乏在工业界的应用。同时，
做人工智能的企业大都在亏损状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有 500多个，但是真
正有质量的平台非常少，这导致了投
入巨大，但是回报不够。

任何技术离不开业务场景。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技术和业务场景的融
合。现在大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
技术市场，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完成
所有技术的创新，应该强调“内部创
新+开放式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时代，应该用新的技术，以“内部创新+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建立生态创
新体系，打造平台经济和网络经济，从
而推动产品即服务的新模式。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陈学
桦）9月 26日，记者获悉，文化和旅
游部正式公布了首批 71个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我省济源市、
修武县、新县等三地入选。

今年上半年，文化和旅游部启
动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验收认定工作。经过地方初
审验收，文化和旅游部采取会议评
审和第三方检查的方式，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原则，对全国 96 家创建
单位进行了认定。经过公示，全国
共有 71家创建单位被认定为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近年来，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我省旅游发展也随之不断转型
升级，从传统的景区景点游，扩展到
乡村游、城市主题游、研学游、休闲

度假游等全域旅游状态，按下发展
“快捷键”。我省坚持“抓县推市、县
上突破”，全省有26家单位先后入选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十
三五”以来，我省先后探索出了全域
旅游助推脱贫攻坚的典范（新县）、
助推景城融合的典范（修武县）、助
推城乡一体的典范（济源市）和助推
乡村振兴的典范（栾川县），为河南
旅游再出发提供了鲜活样本。

据了解，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
关政策，凡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名单的单位，将享有优先纳入中
央和地方预算内投资支持对象，优
先支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纳
入旅游投资优选项目名录，优先安
排旅游外交、宣传推广重点活动等
优势。③5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9月 26
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为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方便律
师高效办理网上立案诉讼事务，省
高院联合省司法厅向全省法院、司
法机关以及律师协会、律师工作委
员会下发通知，倡导律师通过互联
网办理立案和跨域立案诉讼事务。

据介绍，律师可以通过河南法
院 诉 讼 服 务 网 律 师 服 务 平 台
（http：//ssfw.hncourt.gov.cn）或
河南移动微法院（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办理相关业务，办理范围包
括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网上交费、
材料提交、在线调解、在线阅卷、案
件查询、联系法官等。

目前，省高院、省司法厅已向各
律师协会配发律师服务平台管理员
账号，由各律协负责添加、维护本辖
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信息。各律协也
可以将这一权限交给律师事务所。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应当
加强和规范对跨域立案、网上立案
等诉讼事项的审核，对违反有关规
定的法院，律师可以通过 12368热
线等渠道进行投诉。同时，通知也
对律师权利进行监督，律师办理网
上诉讼事务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对涉及虚假诉讼、滥诉或其他
干扰正常诉讼秩序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人民法院依法依规追究责
任。③6

□本报记者 宋敏

9月 25日 16时 22分，随着中
国 南 方 航 空 公 司 A380 执 飞 的
CZ3001航班腾空起飞，备受瞩目
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记者受邀前来体验首航活动，有幸
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从北京西站到大兴机场，乘坐
城际铁路最快只要半个小时。进
出大兴国际机场的方式多样，“五
纵两横”的骨干交通网络让到达机
场更为便捷。

25日当天，记者从北京广安门
出发，乘车走京开高速公路、大兴
机场高速到达机场。实际上，在城
市航站楼草桥站，旅客可以提前进
行安检和行李托运，然后解放双手
前往机场。据介绍，大兴机场线是
全 国 首 个 时 速 160 公 里 的 地 铁
线。从北京南四环以内的市区出
发到大兴国际机场，41.4公里的路
程仅需 19分钟。大兴国际机场快
线这种“空地一体”的联运理念，也

正是郑州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航站楼内也体现了方便快捷

的理念。大兴国际机场采用中央
放射的五指廊构型，在拥有更多近
机位的同时，旅客安检后从航站楼
中心到最远端登机口约 600米，步
行时间不到8分钟。

走进大兴国际机场，记者最直观
的体验是满满的科技感。值机、行李
托运、安检、登机，四大关键环节实现
全流程自助、无纸化通行、刷脸登
机。实际上，郑州机场也在不断探
索智慧机场建设，今年陆续上线了
自助行李托运系统、“无纸化乘机”
项目、人脸识别项目等。目前，郑州
机场自助值机比例已超七成。在郑
州机场乘坐国内航班时，旅客也可
以凭身份证完成“一证乘机”手续。

今年 50岁的张弢担任大兴机
场南航首航机组责任机长，他说，首
航除了熟悉航图、天气情况信息，更
重要的在于准备好离场程序，熟悉
和了解程序以及周围空域的限制，
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③4

我省三地入选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互联网办理立案诉讼有了“小程序”

记者体验南航A380执飞大兴机场首个航班

郑州机场可向大兴机场学什么？

本报讯（记者 宋敏）9 月 25 日，
2019 数字经济峰会智慧交通信息资
源整合共享论坛在郑州举行。论坛围
绕交通运输产业发展的特点，探讨在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充分利用数据资
源，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技术创新、业态
创新和模式创新。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交
通大数据“强基础、助服务、促监管”为
核心，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在数据
资源的集聚、共享和应用上积极探索
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全省高
速公路已安装路侧采集设施 15000余
台、信息发布设施 3000 余台，实现了
高速路网全覆盖。全省交通运输行业
信息专网覆盖全省各省辖市和省直管
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所有厅直
单位，并与交通运输部、省政府连接，
实现了部省市三级互联互通。完成了
全省高速公路骨干网升级改造，为全
省高速公路收费、路网监控的联网运
行提供通信保障。

“以全省公路水路安全畅通与应
急处置系统为例，连接 58个高速公路
监控分中心 3500余路视频图像，利用
视频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可实
时提供全路网拥堵、撞车、停车、车辆
行驶轨迹等交通事件报警。同时，提
供实时路网车辆数、平均车速、占有率
等参数分析，实现了全路网自动化、智
能化、全天候监控服务。”省交通运输
厅有关负责人说。

论坛期间，省交通运输厅与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郑州大学、同济
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等单位达成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打造一个开
放、共享的智慧交通出行发展平台，
为我省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
的动力。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诺基亚跟河南的合作，已经有很
长的历史了。”9 月 25 日，诺基亚大中
华区总裁、诺基亚贝尔 CEO 马博策接
受记者专访时说，1994年，诺基亚就在
河南建立了首个 GMS 公共移动通信
基站。确切地说，25 年前就开始合作
了。

马博策来过河南多少次？他自己
都记不清了。熟悉马博策的人，都喜
欢叫他“老马”。他说，从 1G 到 4G 的
公共移动通信基站，诺基亚都参与了
河南的通信事业发展。尤其在 2013
年，诺基亚将全球三大服务交付中心

之一落户郑州，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
供服务。

聊到 5G，马博策幽默地反问记者：
“你说，为什么 5G比 4G更加智能？”话
音刚落，他就自己抢答说：“因为 5G比
4G 多 1G。”紧接着，马博策认真地解
释：5G具有“超高速率、超低时延、大连
接”的特点，不仅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超
级网速”，还将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深度融入
生活打开大门，“我想，对于整个世界来
说，5G 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数字化变
革。”

马博策表示，在数字经济峰会上，
他非常荣幸且自豪地宣布，诺基亚 5G
全球交付中心落户郑州智慧岛。这是
一个集合 5G 创新中心以及示范中心
的全球交付中心，诺基亚愿意与河南
携手并进，用 5G撬动新一轮数字化变
革。

变革之路向来不平坦。在这一点
上，马博策坦言非常欣赏“红旗渠精
神”。他告诉记者，“红旗渠精神”就是
坚持不懈、永不放弃。这让他相信，用

“红旗渠精神”照亮数字化变革之路，河
南和诺基亚都会取得成功。③4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有人把编辑比作蜡烛，默默燃烧自
己，甘为他人作嫁衣；有人把编辑比作春
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一生奉献不言悔。

然而，要想做一名出色的编辑，仅靠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还不够，还需
要有博识远见甚至高于作者的专业素
养。对于一名学术编辑来说尤其如此。

85岁的河南大学教授、编辑学家宋
应离，几十年如一日，把有些人眼中无名
无利的编辑活儿，当作有滋有味的大事
业，身体力行去实践，甘之若饴去研究，
不仅在编辑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而且
为编辑学学科发展培养了大量后备军。

“作为我国当代最早从事编辑学研
究的学者和享誉全国的河南大学编辑学
研究群体的领军人物，他既全力以赴担
当引领者，又全心全意培养后备军，作出
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同行眼中，曾
担任《河南大学学报》主编、河大出版社
社长、河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及
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宋应离堪称大家。

“我生活单调，别无他好，就喜欢读
读书、查查资料，平实地做点事情。”在他
口中，那些废寝忘食，那些深夜沉思，不
过是寻常的日子。

渐入人生化境的老先生，在几十年
的平平淡淡中，一次次为我们捧出让人
眼前一亮的力作。

1988 年，他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
简史》出版，被誉为我国大学学报史研究
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经过考
证，提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是创刊于
1906年的苏州东吴大学所办的《东吴月
报》，而在此之前，研究者大都认为我国
最早的大学学报是创办于1919年的《北
京大学月刊》，他的发现使得我国大学学
报的历史提前了13年。

1999 年，他联合袁喜生、刘小敏两
位老师，耗时6年编著的《中国当代出版
史料》出版。这套 8卷本、320多万字的
著作，真实记录并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出
版事业50年的曲折历程及辉煌成就，填
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史料挖
掘、整理工作的空白，得到时任新闻出版
总署署长于友先的高度评价。

2000 年，他花费近 10 年时间主编
的《中国期刊发展史》一书出版，系统梳
理了中国期刊诞生以来近200年的发展
历程，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史料研究工作是枯燥而琐碎的。宋
应离之所以能比别人站得高、走得远，无
非是他比别人下了更大的功夫：他经常
跑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图书馆查阅资料，
不辞劳苦背着大袋材料满意而归。沙里
淘金般地一点点查找准确的出处、一张
张翻阅堆积如山的史料更是生活常态，
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梳理着、发现着、
收获着、惊喜着，终于做成了常人不能成
之事。

除了对编辑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身
体力行，宋应离在编辑学学科建设方面
也贡献颇多。1985年，他在《河南大学
学报》上开辟了国内报刊中第一家《编辑
学研究》专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6年，他领头成立了河南大学编辑学

研究室，招收了全国第一批编辑学研究
生，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

“宋教授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可
亲可敬的师者。他不仅教我们做事，更
教我们做人。”他的学生忘不了，每当新
生开学，他都要亲自带着同学们参观图
书馆，教导大家“做学问要能吃得了苦，
切莫虚度大学光阴”；他常说“教不严，师
之惰”，对学生学业要求极其严格，身体
力行地把河大良好的教风、学风一茬茬
传承下去；他提携晚辈不遗余力，很多人
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已在各自领域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

如今，退休多年的他仍然坚持每天
到资料室读书、看报、写作、思考，刮风下
雨也不例外。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看起
来从容和善、不疾不徐的他，其实多年来
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曾经做过肠
部大手术，至今还会时不时地腹痛。他
以超出常人的毅力顽强地和病魔抗争，
而且从不辜负光阴，苦行僧一般孜孜不
倦地跋涉前行。

在常人眼里，这样的日子好像有点
辛苦，可他从不觉得苦。在他看来，在古
色古香的河大校园里，在书香扑面的图
书馆、资料室，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多
幸福啊！③6

宋应离：勇辟蹊径成大道

打造开放共享的智慧交通平台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曾倩 康帆

金秋的淅川，正是软籽石榴成
熟的季节，在各个种植基地内，漫
山遍野尽是红彤彤的石榴。

在 9月 24日举行的第三届中
国石榴博览会暨淅川县第一届石
榴节上，个大汁甜的石榴吸引了众
多游客。九重镇仁和康源石榴基
地的果农们乐开了怀，当天，不算
现场游客购买的，仅网络直播的销
售额就达 64 万余元，靠石榴致富
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2017年我们家就脱贫了，生
活越过越好，现在年收入达 4 万
元。每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的环境
中，很幸福。”在老城镇豫淅红石
榴基地务工的汤大姐面带笑容。

为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设，保证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淅川关
停 380多家工矿企业，拆除水上养
鱼网箱5万多箱、禁养区养殖场500
多个。绿色、环保的高效生态产业
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以软籽石榴
为代表的林果业就是其中之一。

“软籽石榴对淅川来说可是个
‘金果果’，护水、带富两不误。”淅
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我们县的
软籽石榴‘喝’的是丹江水、‘吃’的
是原生态有机肥，备受市场欢迎。”

生态好了，绿水青山真正变成
金山银山。在淅川县，以软籽石榴
为主，杏李和薄壳核桃为辅的产业
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目前，全县软
籽石榴种植面积近 5万亩，产果量
预计达 130多万公斤。同时，通过
土地流转租金、劳务、分红等方式，
软籽石榴产业带动 4300余户贫困
户脱贫。③5

石榴红了 腰包鼓了

▲参观者在试乘一辆 5G自动驾
驶巴士⑨6 刘絮 摄

推动建立产品即服务的新模式
——SAP（思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李瑞成谈智能经济

用“红旗渠精神”照亮数字化未来
——访诺基亚大中华区总裁、诺基亚贝尔CEO马博策

▲

无人机展台吸引了不少参展
商⑨6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5G触感手套
引得与会者争相体
验⑨6 刘絮 摄

“数智体验”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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