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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灯光秀“点亮儿童未来”

华为阿里加持武汉

20 日，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每个展台都吸引了不少人观看。
业结合的各种可能性。
“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平台型的企业，阿里巴巴将
通过各种技术的赋能，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制造业和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叶飞艳
通讯员赵静）当夜幕降临，象征儿童
友好的蓝色灯光在武汉长江两岸闪
亮流动。11 月 20 日晚，为庆祝世界
儿童日，
展现中国儿童工作取得的成
就，
“重绘明日梦想·点亮儿童未来”
世界儿童日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举
行，作为中国 7 个参与城市之一，武
汉长江两岸的夜空因此分外明亮。
“重绘明日梦想·点亮儿童未来”
世界儿童日纪念活动由中国友好和
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
华办事处联合举办。该活动以在城
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上用“灯光秀”形
式，传递关注维护儿童权利、重构儿
童可持续未来的理念与愿景。2017
年至 201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
先后携手中国 17 个城市举办该主题
活动，
取得了热烈反响与良好社会效
益。去年，
武汉市首次参与并成功举
办该主题活动，
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
评。今年，
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地区
超大城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
定性成果的城市，
再次受邀参与本年
度世界儿童日全球纪念活动。
当日近 19 时，
“ 灯光秀”启动，
“世界儿童日”
“点亮儿童未来”等主
题标语滚动显示在武汉长江二桥、天
悦外滩金融中心的建筑体上，
与江城
夜景交相辉映、与江水夜空浑然一
体、璀璨夺目。
武汉市友协负责人介绍，今年，
武汉市受邀参与世界儿童日全球纪
念活动具有特殊意义，
不仅能体现武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实体经济。”张勇说，阿里巴巴非常愿意把数字技术优
先在湖北武汉多落地、多实践、多创新，为湖北武汉的
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四大运营商负责人在汉
“同框”
表示

…现场…

让更多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在武汉落地生根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 4 家 5G 运营商相关负责
人 先 后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 他 们 纷 纷 表 示 ，已 有 一 批
“5G+”项目在武汉成功落地，再一次证明了武汉产业
雄厚、场景应用潜力大。未来，将继续依托武汉，加大
5G 应用的落地，助力数字湖北建设，推动产业升级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电信将在武汉投资设立智能产业研究院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茂表示，
中国电
信在全国形成云网边协同的数据布局，
大型的数据中心
超过了680个，
“在武汉设立的标识解析顶级节点就使用
了中国电信在武汉设立的数据中心。
”
李正茂说，
今年 5
月，
中国电信和湖北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计划在武汉
投资设立智能产业研究院，
聚焦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应

用，
为更多湖北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中国移动在汉打造全国最大的 5G 车路
协同示范区
“工业互联网已成为 5G 应用的主战场，未来，
80%的 5G 应用场景都将聚焦工业互联网领域。”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昕说，去年，中国移
动湖北分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打造全国最大的 5G 车路
协同示范区，
助力武汉智能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

中国联通 5G 百亿基金落户武汉
“今年，中国联通在武汉签下两项重要合作项目，
一个是中国联通 5G 百亿基金落户武汉，第二个是中
国联通 5G+智慧教育总部在武汉市江汉区成立。此
外，中国联通与东风公司合作，顺利建成东风岚图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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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受邀参与
“世界儿童日”
全球纪念活动

积极增加投入 优先落地技术

长江日报讯（记者吴曈）11 月 20 日上午，2020 中
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张勇发言时表示，愿意积极增加投入，优先
落地技术，
为武汉 5G+工业互联网发展多做贡献。
“我是武汉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武汉抗疫取
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我内心也感到特别的欣慰和特别
的钦佩。
”
胡厚崑的开场白赢得全场掌声。
今年 4 月 30 日，武汉市政府与华为公司签订“关
于联合打造鲲鹏生态、发展鲲鹏计算产业”的战略合
作协议，长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同日揭牌。胡厚崑以
视频连线方式见证签约仪式。时隔近 7 个月，回到武
汉的胡厚崑表示，作为 5G 产业链的领军企业，华为一
直在推动产业链共建 5G 生态，探寻 5G 应用场景和商
业模式，愿意积极增加投入，与湖北武汉的行业组织、
龙头企业一起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促进 5G 应用创新
和跨行业融合型人才的培养。
张勇则在不到 20 天内两次造访武汉。本月初，
张勇在武汉出席阿里巴巴华中总部项目落地开工
仪式。此次大会上，张勇表示，工业互联网最终将
是一个多方参与、共生共赢的平台生态，阿里巴巴
20 年来积累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能够为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和应用贡献智慧，将包括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量子计算在内的数字技术，服务于 5G+工
业互联网生态，继续进行技术探索，寻找技术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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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晚，显示“世界儿童日”
“点
亮儿童未来”等标语的主题灯光秀
在武汉两江四岸点亮。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汉市对儿童的关心与关爱，
同时也是
一个展现武汉疫后重振成果、在全球
范围内向世界宣传推介武汉的良好
机会。

影响武汉 经济人物评选

智慧园区，下一步将和岚图在智慧制造领域进一步深
化合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梁宝俊说，湖北、武汉在制造业、通信产业上基础实力
强劲，中国联通将为湖北武汉继续提供 5G+工业互联
网创新服务，
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

长江国际商会创始人刘萌：

让武汉走在世界的目光里

中国广电在汉成功探索出台网深度融合之路
疫情期间，
中国广电提供技术支持，
为国家、
省市的
信息发布提供了协同的 5G 网络，
累计直播国务院新闻
发布会10场，
湖北、
武汉新闻发布会114场，
成功探索出
台网深度融合之路。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起柱说，
中国广电作为新运营商，
将以新网络、
新融
合、
新生态、
新动能，
通过创新引领和技术驱动，
广交朋
友圈、共建新生态，汇集各工业企业合作，为湖北武汉
5G+工业互联网再做新的贡献。（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9 个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在汉签约

…签约…

3 个区域中心基地项目全部落户光谷
在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上，16 个 5G+
工业互联网相关项目集中签约，其中有 9 个落户武
汉。与此同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部基地等 3 个
区域中心基地项目现场揭牌。

国家新型基础设施
“星火·链网”超级节点（武汉）项目签约
东湖高新区现场签约 4 个项目，分别为与中科创
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签订的中科创达智能创新总部、国电智深武汉综合
业务基地、联通 5G 产业基金、国家新型基础设施“星
火·链网”
超级节点（武汉）等项目。

…前景…

据介绍，
“星火·链网”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牵头，联合多家单位设计建设的区块链新型基础设
施。将实现工业互联网标识和区块链两个方面的技
术自主创新、应用模式创新，旨在打造一个面向全球
服务的、伴随区块链技术发展逐步成熟的全球性区块
链基础服务设施。

区与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签订航天科工智
能运筹与信息安全研究院（体系总体部）项目，武汉新
港管委会与武汉中远海运港口码头公司签订武汉新
港阳逻国际港西港区智慧港口项目，青山区政府与湖
北省高投数字经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青山
数谷项目。

央企与武汉携手发力 5G+工业互联网

3 个区域中心基地项目全部落户光谷

此外，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签订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合作项目，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分公司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签订 5G+
工业互联网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

揭牌仪式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部基地项目、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湖北分院、
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中心湖北分中心等 3 个区域中心项目揭牌，
将全部落
户东湖高新区，
未来将推动全省各类主体共享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资源，
提升数据价值。 （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刘萌

院士展望：
未来智慧工业按需精准服务
技创新，实现中国制造工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
今后十五年，是“5G+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
造”等新一轮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制造业完全可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集
中优势力量战略决战，实现战略性的重点突破、重
点跨越，通过掌握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成为新
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依靠两化融合和工程科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工业互联网成为传统产业新引擎。中国每天在产
线上进行目视检查的工人超过 350 万，
但人工检测准确
率不高，
工业高清视频经过 5G 和边缘计算与中心云相
连，
基于人工智能与预存的视频图像比对和分析，
机器
视觉能力已超人类。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
以智慧工业为目标的未来工业互联网系统是
未来工业的发展方向，将引发百年来工业新业态、
新服务、新应用。
“ 生产链会变得更加柔性，渠道更
加多元畅通，产业链将打通上下游、形成全面一体
化，价值链则全面重塑，实现按需多样精准服务、实
时供应管理。” （长江日报记者李金友 李佳 吴曈）

翻盆倒罐组队行动

江岸区开展地毯式清洁消杀
11 月 20 日，江岸区卫生健康局、江岸区爱卫办、西
马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江岸区秋冬季爱国卫生集中消
杀活动。
活动现场，为居民免费发放了 200 张粘鼠板、500 袋
灭蟑粉剂、200 盒蚊香、100 盒灭蟑螂屋，并教居民如何
使用。多台消杀设备同时启动，除四害专业工作人员走
进 8 个社区细致消杀，
投放鼠药、喷洒杀虫药物。
50 多位爱卫工作人员、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居民
共同组成爱卫志愿服务队，参加清洁家园社区环境卫生
大扫除，翻盆倒罐清除积水，清除卫生死角，清除杂物，
清理暴露垃圾，
开展爱国卫生除害防病宣传。
西马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每
周他们都会发动社区居民开展清洁家园活动，社区书记
带头拿着扫把、铲子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同居民一起维
护社区清洁卫生。
新三巷社区爱卫专干盛雅芳说，以前有些居民总爱
乱丢乱扔，江岸区爱卫办通过科普宣传引起了他们对公
共环境卫生的重视，开展的爱卫活动调动了他们的积极
性，
现在居民会主动找他们领取老鼠药、
灭蟑药等物品，
主
动维护楼栋楼道卫生，
江岸区爱卫办会定期安排工作人
员进社区和居民、下沉党员一起开展地毯式清洁消杀。
文/刘怡蓉 莫建辉 余丹夏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莹）首届
“影
响武汉”
经济人物参评者中，
有一个人
很特殊。他有多重身份：
长江国际商
会创始人兼会长、湖北省北京大学校
友会会长、
多家公司的董事长、
长江产
业基金监事等。
比起一个成功的商人，
刘萌更是
一位孜孜不倦让武汉走向国际的社会
活动家。
头晚才从浙江出差回来，
下午还
要和人谈项目，19 日上午，刘萌抽空
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采访。
2013 年，
刘萌受邀来汉为湖北做
金融战略规划，
由此促成了美国史带保
险湖北分公司的成立，
这也是首家在汉
落户的外商独资财险公司。不久，
长江
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提出，
刘萌意识到，
可以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做点事儿。
在刘萌推动下，2014 年 5 月 20
日，
长江国际商会在汉成立。成立当
天，100 多位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前
来捧场，其中至少 10 家因此契机落
户或投资了武汉。长江国际商会还
在海外建立了 10 家同名商会，这让
武汉联结全球商业领袖多了一座重

要桥梁，
成为武汉招商名片之一。
为了让资源与资本互动，
刘萌又
在武汉参与发起了中国规模最大的
产业基金之一——长江产业基金，5
年来向武汉战略新兴产业投出 5000
多亿元。京东方、小米第二总部、吉
利飞行汽车等重大产业项目背后，
都
有这只基金的身影。
依托长江国际商会平台，乘“校
友经济”之势，拥有 5000 余名校友的
湖北省北大校友会，在刘萌的带领
下，靠一路路演脱颖而出，为武汉成
功拿下“北大全球校友大会”的承办
权。去年，500 多位北大出身的精英
翘楚从全球各地汇聚武汉，
当场签下
12 个项目 100 多亿元投资。
一手团结海内外商业领袖，
一手
连接全球46万北大校友，
“双招双引”
，
为武汉服务。刘萌凝聚的这股汇集了
各路
“高人”
的北大力量，
在抗疫期间，
显得尤为突出。在武汉暴发疫情的第
一时间，
他发起全球北大校友
“百万口
罩行动”
，
在高校校友会群体里创下了
多个捐赠第一，
刘萌正是背后的操盘
手和
“摆渡人”
。

武汉洺悦房地产有限公司
居住、商务项目（泛悦城）二期规划条件核实公示
武汉洺悦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的
“居住、商务项目（泛悦城）二期”正在我
局办理规划条件核实。经核实，房屋建
筑现状与审批图纸存在以下不一致：
1、11#楼一层平面图中 1 轴交 A 轴
处地下室风井尺寸发生变化；
2、B、C 号楼一层平面图中 D-7 轴至
1/7-D 轴交 D-1D 轴至 D-1C 轴处前室
调整为楼梯，
二层至三层平面图中 D-1D
轴交 1/D-7 轴处设备管井尺寸发生变
化；
二层平面图中 D-X 轴交 D-6 轴处商
铺入户门位置平移；
屋面层平面图中 C 栋
D-1E 轴 LT-04 处楼梯间尺寸发生变化；
3、B、C 号 楼 一 层 上 二 层 D- W 轴
D-7 轴处手扶梯尺寸发生变化；D-1J 轴

D-4 轴处手扶梯尺寸发生变化；二层上
三层 D-X 轴交 D-5 轴处手扶梯尺寸发
生变化；
4、D 号楼一层平面图中外轮廓设计
为椭圆，
现场外轮廓为折线形状；
5、地下室一层平面图中 10 轴至 11
轴交 D-Y 轴、11 轴至 12 轴交 D-Y 轴、
D-Y 轴至 D-1Y 轴交 23 轴至 24 轴处增
加电信间；
6、地下车位规划审批总车位数为
2616 个 ，现 场 实 测 车 位 总 个 数 为 2828
个，
局部车位布局调整。
现将上述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1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

声明 梁庆洪，现住汉阳区和平新村 53 号 3 层 3 室，于
1994 年 自 行 在 一 楼 停 车 棚 边 自 建 房 屋 一 间（面 积
16.83m2），
特此声明。
声明 王婕，现住汉阳区和平新村 12 栋 4 单元 3 层 2
工作人员进行地毯式消杀。余丹夏 摄

湖北省北大校友会 供图

室，在主体房屋旁原房主有一间自建房屋（面积 8.39m2）在
2010 年买卖此处房产时一并卖给本人，
特此声明。

公 示 网 址 ：http://gtghj.wuhan.gov.
cn/dhkf/（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
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可在
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
联 系 电 话 ：027- 67886076 林 工
传真：
027-67880134
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高新大道 777 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请注明“规划公示”
字样），
邮编 43007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11 月 21 日

遗失声明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市政工程公司遗失公
章、
财务章、
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声明 成洲遗失存仁巷 30-32 号房屋租约，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武汉心嵘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 J5210076957101，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