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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发布 “2017 年度中国
媒体十大流行语”。本次发布的
十大流行语为：“十九大、新时
代、共享、雄安新区、金砖国家、人
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天舟一
号、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据悉，“2017 年度中国媒体

十大流行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
术，结合人工后期处理提取、筛选
而获得。语料来源包括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国内 15
家报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底的全部文本，语料规模近 5 亿字
次，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点
和语言特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发布“十九大”“新时代”上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
究团队近日成功研制了蜂巢状纳
米支架，据此制备的柔性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具有优异的耐弯折
性，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可穿戴器
件。柔性可穿戴电子是未来电子
元器件发展的热点方向，电源是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电源对
可穿戴电子的户外使用性、大面
积贴合性和安全性有较大限制。

中科院化学所绿色印刷院重
点实验室研究员宋延林课题组通
过纳米组装—印刷方式制备了蜂
巢状纳米支架，可作为力学缓冲层
和光学谐振腔，从而大幅提高柔性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
率和力学稳定性。

该研究为研发新一代可穿戴
电子设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新华社

中国研制出柔性太阳能电池 可用于可穿戴器件

中国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无
人艇，这是记者 12 月 14 日在广
东湛江开幕的第五届中国海洋经
济博览会上获悉的。

无人快艇“天行一号”2017
年 9 月问世，最高航速超过 50
节（每小时 92.6 公里），由哈尔
滨工程大学和深圳海斯比船艇公
司联合研制。它全长 12.2 米，满
载排水量 7.5 吨，是油电混合动
力。海斯比是中国最大的公务快
艇厂商。目前，“天行一号”已交
付。

去年英国军方曾公开了航速
超 50 节的、长度为 10 米的无人
侦察快艇。海斯比公司表示，根据
其掌握的资料，中国的无人艇是
最快的。有人快艇速度可达 70
节，但高速航行需要驾驶员经验
丰富，且大风浪和障碍物增加了
危险，这是无人快艇面对的难题。

“这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
863 计划项目，我们合作研发了
不少型号。‘天行一号’ 是最快

的。同类型快艇已经造出了 10
艘。”海斯比公司的黄卓告诉记者，
“海上执法和海军缺乏人力，有些
工作可由无人艇来干，危险情况也
可以使用。”

“即使别人拿到我们的图纸，
也造不出来。”海斯比公司一位工
程师说，行业诀窍确保“天行一号”
成功。

广东省政府和国家海洋局主办
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被称为“中
国海洋第一展”，12 月 14 日展出
不少装备。如云洲智能公司的无人
艇 L30A，可搭载反舰导弹雷达诱
饵模块，伴随母舰航行，干扰来袭导
弹。2016 年它已 3次参加海军实弹
演习，经过检验。除了电子干扰设
备，L30A 也可搭载光电监视系统
和 12.7 毫米自动武器站。作为巡逻
艇，它能够跟踪、驱离和拦截目标。
云洲另一款隐身侦测无人艇，多次
随国家海洋局赴南海调查。据悉，云
洲还将推出 500 吨的无人货船。

科技日报

我国造出世界最快无人艇

“近 5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
规模保持 20%的高速增长。”中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
司长罗俊杰在 12 月 13 日重庆
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机器人检测认
证高峰论坛上表示，2017 年 1 至
10月，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首次
突破 10 万台，同比增长近 70%，
预计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将
突破 12 万台，规模约占全球产
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机器人市场需求呈现爆
发式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
皋表示，完善标准体系、健全检测
认证、规范市场体系等成为当务
之急。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副秘书长、机器人检测认证联盟
秘书长王爱国介绍，自 2015 年

成立以后，国评中心于 2016 年在
国家四部委的支持和带领下成立
了检测认证联盟，去年他们正式发
布了我国权威机器人认证标示
“CR认证”。此次发布的国评中心
机器人检测认证信息平台，将建立
起国评中心服务供给与企业业务
需求的高效对接通道，并通过加强
对数据资源的积累、管理、分析和
应用，为行业企业提供预警、咨询、
专业化解决方案等全方位服务。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
标准二部副主任田昭莹表示，下一
步国家标准委将积极落实机器人
标准指南等文件的要求，会同相关
的部委和技术机构，加强机器人标
准的顶层设计，加强关键技术标准
的研制，推动相关国际标准的制
订。 科技日报

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将破 12万台

说起政府发布的 “红头文
件”，老百姓一定不会陌生。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年代久远的“红
头文件”也会被淘汰。日前，安徽
省政府宣布 1750 件省政府文件
正式失效，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
据。

为维护省政府文件的权威性、
严肃性，确保政令畅通，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前
期已宣布失效一批省政府文件的
基础上，安徽省政府对 1952 年—
2000 年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
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经过清理，安徽省政府决
定，1952 年—1978 年印发的省政
府文件，因年代久远，已不能适应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认全部
失效，失效文件不再对外公布；对
1979 年—2000 年印发的与现行
法律法规规章不一致、已被新规定
涵盖或替代、调整对象已消失、工
作任务已完成或者适用期已过的
1750 件省政府文件宣布失效。凡
确认和宣布失效的省政府文件，一
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
依据。

对“红头文件”进行瘦身，能

够降低政策性成本，为创新创业
发展松绑减负。那么，在什么情形
下“红头文件”应当被宣布失效
呢？通常来说，政策性文件符合以
下情形，就应当被宣布失效：文件
设立的依据，已被国务院宣布失
效，或者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宣
布失效或者修改；文件的主要内
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上级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精神不一
致、不协调或者相抵触；文件的主
要内容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现实需要；文件的主要内容与国
务院相关规定相抵触，妨碍公平
竞争等。

从 2016 年起，安徽省省政府
计划用 2 年时间，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印发的省政府文件分批次进
行全面清理。今年上半年，安徽省
便宣布了 804 件 “红头文件”失
效。按照要求，此次 1750 件省政
府文件失效后，各地各部门须做好
政策衔接，防止出现“空档”。同
时，继续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文件清
理工作，坚决破除对企业和群众干
事创业的各种束缚，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合肥晚报

安徽省政府宣布 1750 件“红头文件”失效

随着喷薄而出的熊熊烈焰，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载着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阿星一号)，12 月 11 日凌晨从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成功。

阿星一号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颗通信
卫星，也是中阿两国航天领域的首个合作
项目。然而，阿星一号仅仅是这个中心承担
的众多外星发射任务中的一项，仅仅是中
国航天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卫星发射中心，在很多人心中都是
“高大上”的存在，但身为世界十大航天发
射场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却不一样。

这个中心地处大凉山，发射场就建在
深山老沟里，所以科研人员自称 “沟里
人”。采访中，科技日报记者听到了这些
“沟里人” 打造中国航天对外开放窗口的
传奇故事！

用“土办法”让中国航天足迹遍布五
大洲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航天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继续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提及这次成功发射
阿星一号，中心党委书记王经中满是
感慨。

还记得 1986 年，刚刚对外开放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接到来自国际航天
发射市场的第一张“外单”：发射“亚洲
一号”卫星。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年是
“国际航天灾难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
飞机爆炸，法国火箭和美国火箭相继失
利。世界航天面临着挑战，但却给中国航
天带来了机会。

为了迎接“亚洲一号”，仅用 14 个
月，西昌人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修建了
亚洲当时最先进的卫星测试厂房。对方
提出 “室内空气洁净度不超过十万级”
的要求，工作人员在没有先进清洁设备
的情况下，用绸布沾酒精的“土办法”，
将 3000 多平方米的大厅地板和墙壁反
复擦洗了几十次。最终，卫星测试大厅完
全满足外商要求，而且洁净度达到了 l

万级的“世界之最”。
1990 年 4月 7日，“亚洲一号” 成功

发射。这次成功发射，开启了中国航天进军
世界的大门。外电评论，“中国这次成功发
射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原子弹爆炸！”

“尼日利亚一号”通信卫星、“老挝
一号” 通信卫星、“白俄罗斯通信卫星一
号”……记者了解到，这个中心已经向国
际市场推出了 “长征火箭 + 美国卫星”
“长征火箭 + 欧洲卫星”“长征火箭 + 国
产卫星”等组合，先后为 15 个国家和地
区进行了 32 次对外发射，中国航天对外
合作的足迹遍布五大洲！

从“要与国际接轨”到“成为国际标
准”

走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可以看到
“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
民族尊严”这 20个鲜红的大字。这句让人
过目不忘、感动不已的口号，就是西昌人在
承担外星发射任务中最先喊出的心声。

很多人恐怕对 1995 年和 1996 年的

三次航天事故记忆犹新。那些日子里，失败
的阴影笼罩在中心上空，不少国际合同被中
止或暂缓。

正是这样的挫折，让他们对“质量就是
生命、质量就是胜算”的感悟尤为深刻。

2004 年，为提高发射成功率，并搭建与
国际接轨的对话平台，该中心在中国航天发
射领域率先引进、构建质量管理体系。2006
年 9 月，该中心成为我国第一家通过
ISO9001 体系认证审核的航天发射场。
2010年又通过了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
全一体化管理体系认证。

近年来，中国航天孕育发展的 “双五
条”归零标准，在这个中心一次次发射任务
中，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成为国际标准。

中心主任张学宇介绍，如今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发射成功率达到 92.6%，刷新了
142 天 9 次航天发射的高密度纪录，创造了
1997 年以来 81 战连战全胜的世界航天奇
迹！

科技日报

27年 32 次对外发射，中国航天从西昌走向世界

12 月 11 日，山东省沂源县悦庄
镇中消水村的农民在收获蒜黄。

寒冬时节，山东省沂源县农民种
植的蒜黄收获上市，到处一派金黄的
丰收景象。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积极
引导农民利用河边闲滩大力发展大棚
蒜黄种植，目前全县建立起万池蒜黄
种植基地，所种植的无公害蒜黄俏销
各地，成为当地农民冬季增收和脱贫
致富的特色产业之一。 赵东山 摄

不良校园贷危害的新闻屡见不鲜，为
何不良校园贷仍有生存土壤？3000 元的贷
款 3 个月后是如何变成 3 万元？日前，汉
江师范学院辅导员毛晶玥带着这样的疑问
去寻找答案，并制作成抵制不良校园贷的
教学视频成为了网络红人。

“只是做了辅导员该做的事儿”
由于工作的原因，去年下半年，毛晶玥

开始接触不良校园贷，试图揭露不良校园
贷陷阱的套路。

毛晶玥匿名加入一些不良校园贷 QQ
群，把自己的经历、体会和不良校园贷的危
害以及应对对策等拍成视频，放给学生们
看。这个视频一经制成，在各个高校群体、网
站中流传。在获得巨大点击量和一致好评的
同时，不少媒体、网友将毛晶玥称为“潜伏在
不良校园贷群里的美女卧底辅导员”。

对于自己成为网红，毛晶玥对此解释：
“我只是做了辅导员该做的事儿。”

毛晶玥说，她有两个疑问：一个是疑惑

学生的贷款是怎样在短期内由几千元变到几
万元。另一个是催收非法利息的组织抓住了
学生的什么痛点，为何底气如此足。

带着这两个疑问，毛晶玥利用贴吧、微信
平台找网贷代理人，进入催收 QQ 群来寻找
答案。在默不作声地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晶玥
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一直都在
向学生宣传不良校园贷的危害，但什么是不
良校园贷？危害究竟在哪儿？这些其实并没有
讲清楚。”毛晶玥说，很多网贷平台变着花样
玩套路，有的让学生在网贷之前签保证书说
自己不是学生，有的以假装购买物品的形式，
让学生签分期付款合同，实施变相放贷。

利率可以高达 200%
“这些不良校园贷的合同，看上去似乎

合法，但实际上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条款和
算不清楚的利率。”毛晶玥举了个例子，某某
贷以月利率 0.99%的噱头，造成利息不高的
假象，但经过推演后她发现，这款网贷的实际
年利率达到了 21.25%，再加上各种名目的手

续费、中介费，有些不良校园贷的利率可以达
到 50%甚至 200%。

毛晶玥发现，这些不良校园贷和正规贷
款相比，门槛很低，所需证件也非常少。网上
还有各式各样的网贷吧、催收群，这些群里有
专门教放贷者催款的技巧，还提供异地上门
催收、“短信轰炸机”轮番轰炸等服务。一旦
有学生还不上钱，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骚扰，
直到还清欠款为止。

“通过实际体验，我接到过各种骚扰电
话，催款者咒骂、扬言要给学生订花圈，甚至说
如果学生不还款，就要来学校把学生带走。我
很好奇，这些催款电话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毛晶玥告诉记者，学生接到这样的电话后大都
很恐惧，有些甚至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

“学生还不起只能让家长来还，放贷者手
中有学生的在校信息，这些学生大多是独生子，
不少家长害怕孩子有不良贷款，影响孩子的学
业，所以有不少人宁愿偿还这些不受法律保护
的高额利息来息事宁人。”毛晶玥说。北京晨报

女教师卧底揭秘不良校园贷：3000 元 3个月变成 3万元

12 月 16日，一座 2公里长、耗资 1.87
亿的拱形全封闭声屏障，在深茂高铁江门
新会段建成。

这是全球首例高速铁路拱形全封闭声
屏障。

正在建设的深茂高铁全长 390.1 公
里，时速分区域共设计为 250 公里和 200
公里两个等级，是连接珠三角核心城市与
粤西的第一条高速铁路。

为什么要在这里建一座拱形全封闭声
屏障？

原来，在江门新会区天马村，有一块约
1 万平方米的小岛，一棵大榕树历经 400
余年繁衍，覆盖全岛，独木成林，周围被清
澈的天马河环绕。岛及周围湿地已形成以
鹭鸟为主，兼有 20 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
类的栖息地，可谓世界一大奇观。

1933 年，巴金来这里游览，写出散文
名篇《鸟的天堂》，小鸟天堂从此得名。

据环保部华南环境研究所测评，小鸟
天堂白天的自然声级为 49.1 分贝。而高铁
声级却很大：距线路中心 25 米以及轨面
以上 3.5 米处，时速 200 公里为 76.5 分
贝；时速 250 公里为 80.5 分贝。

那么，深茂高铁选线能绕开小鸟天堂
吗？

“受地形影响，深茂高铁选线必须通

过小鸟天堂。”面对科技日报记者的疑问，中
国铁建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桥梁院副总工程
师刘振标说，一开始考虑过隧道方案，但新会
段地下水系发达，隧道埋深将非常深，高铁无
法保持快速上下通过。

经反复比选论证，线路选择了桥梁方案，
距“小鸟天堂”核心区大榕树仅 800 米，距生
态规划区仅300米，影响区铁路长约2公里。

深茂高铁绝不能惊扰快乐的小鸟！根据
环评要求，必须在小鸟天堂两侧 2 公里范围
设置全封闭声屏障，核心区声级绝不能超过
50分贝。

“在地处台风多发区的高铁桥上，修建
长达 2 公里的全封闭声屏障，既要保持坚
固，又要把声级严控在小鸟天堂的自然分贝
里，这种建筑史无前例。” 铁道第四勘察设
计院环工处总工王忠合认为，这涉及桥梁、接
触网、结构、环评、材料、运营管理等多个领
域，设计、施工及养护维修难度极大。

为让高铁驶来的强音不打扰快乐的小
鸟，2014 年初，广东省政府专门拨付巨款，委
托中国铁路总公司立项，完成《时速 200km
铁路基于保护生态环境桥上全封闭声屏障关
键技术研究》课题。

承担课题设计研究的铁道第四勘察设计
院，自 2014 年接受设计研究任务后，联合
10 家科研施工单位，历经 2 年半，达到了课

题制定的目标。
“这是一项融合了气动力学与声学的综

合工程，对形状和材料的设计至关重要。”研
喆究团队环评专业设计负责人胡 介绍，团队

从桥上全封闭声屏障选型与结构设计、高韧
性 ECC混凝土、结构气动力选型和声屏障降
噪效果实验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了研究。

通过计算机模拟、动力学试验及实测等
实验手段，研究团队最终推荐了金属吸声板
与改性 ECC混凝土两种材料，构成三段圆弧
状外形。

“为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试验的同
时，还开展了桥上全封闭声屏障 1∶1的模型

喆制造及施工可行性验证。”胡 说，研究设计
出的拱形全封闭声屏障，对小鸟天堂核心区
的声级仅增加 0.2 分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经环评部门专家严格检验，认为“全封
闭声屏障降噪效果非常好，能基本达到不增
加环境噪音的效果，为高铁或城际铁路在城
区及邻近环境敏感点的建设扫清了障碍”。

“一只画眉鸟飞了出来，被我们的掌声
一吓，又飞进了叶丛，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
叫着，那歌声真好听。”84 年前，巴金这样深
情地写道。如今，当高铁快速驶过的时候，茂
盛的榕树依旧，想必这位大文豪一定还会发
出“那‘鸟的天堂’仍是鸟的天堂”的感慨。

科技日报

为了小鸟天堂的安宁，高铁开启静音模式

重庆籍女子被网友骗至宝鸡
一传销组织，机灵的她想办法自
救，将简短的“求救信”写在 1元
纸币上扔向楼下……

12 月 9 日上午，宝鸡市渭
滨区文广局职工周新昌在途经
金台区长青路时，发现路边上
有一张折起来的 1 元纸币，周
新昌捡起来一看，发现纸币上
写着：“您好，路人。当您拾起
这张纸币时，我就在不远处，
困在传销组织无法脱身，请求
您拨打 110，这里好多十几岁的
外地孩子，做一回英雄吧，求求
您……”见此情况，周新昌立即
报了警。

“我当时想不会是人恶作剧
吧。”周新昌说，但求救信上还详
细描述了传销组织在哪栋楼，他
赶紧打了 110。

几分钟后，宝鸡市公安局金
台分局中山西路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并很快找到旁边一栋居民
楼五楼的传销窝点。

12 月 10 日，办案民警田凯
介绍，当时传销窝点里共有 17
人，都是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
经过了解，写求救信的是一名
重庆籍女子小丽(化名)，民警随
后将所有人带回调查，并逐一
遣散，对组织传销的头目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小丽已由民警
送到了宝鸡火车站并踏上了回
家的列车。

电话中，小丽告诉华商报记
者，她已经平安到家，非常感谢好
心的路人报警相助。她说，之前
自己在网上认识一名网友，多
次聊天后对方称宝鸡这边工作
待遇都很好。12 月初，她在该网
友的极力邀请下来到了宝鸡，
没想到来了之后就被带到传销
组织，手机等随身物品都被收
走，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每天
都有人监视她。害怕之余，她和
另一名也被骗不久的女孩商
量，趁看管的人不注意时，先后
在 1 元纸币上写了两封 “求救
信”扔向了窗外，当天就被好心
市民发现后报警。

华商报

女子 1元纸币上写“求救信”扔向楼下
被解救出传销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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