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7月7日电（记者胡
旭）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鸡鸣
三省大桥主拱圈 7 日上午顺利合
龙，标志大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
进展，为 2019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

作为赤水河流域重要的渡改桥工
程，该桥建成后将解决三省交界一带
数十万群众的出行难题，有力助推乌
蒙山区脱贫攻坚。

鸡鸣三省大桥的建造地，位于倒
流河与渭河交汇成赤水河的“Y”字

形大峡谷上，川滇黔三省在这里各自
形成张开的扇形山地，两两对峙。所
谓鸡鸣三省，即一鸡啼鸣、三省皆闻，
形容地理位置很靠近。站在桥址四
川一岸，抬头是悬崖绝壁，低头是激
流深渊。三省虽近在咫尺，却阻隔于
天堑。

四川路桥鸡鸣三省大桥项目经理
蒋中桥介绍，鸡鸣三省大桥连接了四
川叙永县和云南镇雄县，与贵州毕节
市七星关区隔河相望。这一片属于乌
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彝族、苗族等

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但历史以来，这
里都是地理死角，交通闭塞，来往极度
困难，经济发展滞后。

蒋中桥介绍，新建的鸡鸣三省大
桥长286.4米，宽11.5 米，桥梁主跨为
180米钢筋混凝土上承式拱桥，设计速
度40公里/小时，预计总投资5900万
元。大桥于2016年7月正式开工，预
计201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两岸的
交通时间将从现在开车绕行两个半小
时，或爬山渡河一个半小时，缩短到开
车一分钟，或步行几分钟。

鸡鸣三省大桥主拱圈合龙

这是正在进行主拱圈合龙施工的鸡鸣三省大桥（7月7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高
敬）7月7日至10日，我国南方将出现新
一轮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7日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
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贵州、广
西、湖南、江西、浙江及可能受影响的省
级气象局根据实际研判保持或调整相应
应急响应级别。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7日至8日，
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
中南部、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
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其中，贵
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南部、江
西中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00至180
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30至50毫米，
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局地并
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指
出，这轮强降水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大暴雨覆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降水持
续时间较长。这次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
面雨量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
大于100毫米和200毫米的区域面积比
前几次降水过程要大。强降水过程以短
时强降雨为主，小时雨量达40到60毫
米，局部甚至超过80毫米，雷暴大风、冰
雹等对流性天气发生几率较小。贵州、
湖南、广西等地的强降水持续时间可达
3天以上。

何立富表示，这次强降水预计11日
趋于结束，11日白天降水会明显减弱。
此轮降水影响范围内的公众要及时关注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做好出行安排，
避免去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
此轮降水覆盖的主要城市，如贵阳、长
沙、武汉、南昌、合肥、南京及上海等，要
注意道路积水，甚至城市内涝给交通带
来的不利影响。

专家指出，由于部分地区前期强降
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加大了致灾风
险，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的发生，部分地区中小河流可能超警
戒水位，贵州、广西、湖南等境内支流及
长江中下游区域可能出现洪水风险等级
较高的情况，需加强防范意识，确保人身
安全。

南方强降雨来势汹汹
中国气象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7月7日在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
县城拍摄的受灾情况（手机拍摄）。

记者7月7日从江西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了解到，7月 3日下午开
始的降雨过程已经造成南昌、九江、

上饶、抚州、景德镇等地的22.8万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6351人，需
紧急生活救助 3746 人，倒塌房屋
49间。

新华社发

江西：暴雨已致
22.8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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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7月7日电（记者唐弢、
冯源）良渚古城遗址公园7日有限开园，
首批游客近距离领略了“新科”世界文化
遗产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
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
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
个片区。目前，遗址有限开放的区域是
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 3.66 平方公
里。根据遗产价值阐释和访客基本服务

需要，主要设置了城门与城墙、考古体验
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
殿、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
地、大观山休憩区和鹿苑等十大片区。

考古发掘研究、公众考古展示、互动
考古体验，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有别于
其他公园的特色。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负
责人王刚表示，考古发现和研究是良渚
古城价值认知的基础，今后很长一个时
期内仍将持续开展的良渚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与研究工作，是参观者理解古城遗
址丰富内涵和遗产价值的重要窗口。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
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约公元前
3300－公元前2300年间规模宏大的城
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
墓地（含祭坛）等为主的一系列相关遗
址，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
市文明的全景。

如今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还大面

积保留了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公园
内林木繁茂、水系纵横，园内套种了大
量的水稻，吸引了许多珍贵鸟类前来
栖息，充分反映良渚文化稻作文明的
特点，展示了良渚古城时期的水乡泽
国风貌。

目前，遗址公园需预约参观，同时出
于有效保护遗址的需要，每日限流3000
人。据了解，自公园开放预约以来，已有
上万人参与预约。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7日有限开园

新华社郑州7月7日电（记者王烁）
“倪祥明烈士的英勇事迹将永远珍藏在杞
县人民的记忆中。如今，在水东烈士陵园
中央大道西侧修建有倪祥明烈士的纪念碑
亭，他将永远被人们怀念和祭奠。”河南杞
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常峰说，每年都有青少
年来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倪祥明烈士
的壮举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倪祥明，1925年出生在河南省杞县
泥沟乡聂寨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
早逝，由姐姐抚养长大。1949年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是志愿军第39军 115师 343团
3营7连4班副班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

1952年7月22日，在朝鲜黄海北道涟
川郡老秃山战斗中，倪祥明与战友多次打
退敌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投掷一颗颗
手榴弹。在固守阵地上的洞口时，倪祥明
手中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为了不让敌人
接近洞口，他纵身一跃，提起手榴弹扑向敌
人，被5个美军围住。倪祥明高呼“共产党
万岁”“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拉响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27岁。

1952年9月5日，根据倪祥明生前的
请求，他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9
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追
记他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光荣称
号。倪祥明烈士生前所在的4班，也被命
名为“一级英雄班”。

为纪念倪祥明烈士，1954年2月，杞
县人民政府在杞县城隍庙内建成纪念碑
亭一座，亭基六角形，周长20米，高1米
许，南北两面各修石阶3级，上筑六角形
亭，高8米。亭中央竖纪念碑一座，高3
米，三棱形，上端3面各嵌五角红星，正
面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
斗英雄倪祥明烈士纪念碑”，另两面刻烈
士事迹和修建单位名称，1986年公布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 9月迁水东
烈士陵园。

据新华社武汉7月7日电（记者廖
君）酒店床单、浴巾到底洗没洗过？有没有
落实“一客一换”？近日，武汉首家绿色洗
涤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这家基地给每一条
毛巾、每一张床单都“植入”了芯片，很快还
将印上二维码，住店旅客扫码即可获知相
关洗涤信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到毛巾、大到被
罩，在其角落里都缝制有一个比打火机略
小的薄薄的芯片，该芯片耐水、耐高温，被
缝合在床单、毛巾、浴巾、被罩里后，等于让
每一件酒店布草都有了唯一的电子身份
证，使得“一客一换”透明化。

武汉：酒店床单
洗过几次扫码即知

无名高地上
的英雄——倪祥明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最新开发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
计算模型，能够有效检测云的旋转运动，有
助更快、更准确地预测恶劣天气。

通常，气象学家会把卫星图像中云的
形状和运动作为预测主要风暴类型的指
标，但随着天气数据集的不断扩大，气象学
家无法实时监测所有风暴的形成，尤其是
小规模的风暴。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库气
象公司、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大学等机构组
成的研究小组分析了50000多张美国气
象卫星的历史图像，在这些图像中，气象学
家鉴定并标记了逗点状云系的形态和运
动。逗点状云系因其外形类似于逗号而得
名，与气旋的形成密切相关，而气旋的形成
可导致包括冰雹、雷暴、大风和暴风雨等在
内的恶劣天气事件。

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
术，“教会”计算机自动识别和检测卫星图像
中的逗点状云系，帮助专家更高效地在海量
的天气数据中及时发现恶劣天气的“端倪”。

人工智能有助
预测恶劣天气

新华社天津7月7日电（记者周润
健）暑期来临，带娃乘船出行成为不少家庭
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特
别提醒说，家长和孩子们在乘船前要仔细
观察所乘船只，达不到“四要看”要求的船
只不要乘坐。

一要看有没有船名。船名一般在船体
两侧的显眼位置，或者在驾驶舱的顶部或
侧面。没有船名的船不能坐。

二要看船舶的乘客定额。船舶乘客定
额牌通常放置在上船梯道顶部或者进客舱
门口的位置，也有些小型客（渡）船将其置
于客舱里面靠近驾驶舱的舱壁上。家长带
孩子登船时，要估计或询问一下乘客人数
有没有超过定额数。没有标注定额数或乘
客数已超过定额数的船不能坐。

三要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船舶在
靠近水面的地方，会用两种不同的油漆颜
色明显标示出船舶的载重线，如果这条线
在水面以下，或者看不到不同的颜色线，说
明这艘船已超载。超载的船不能坐。

四要看有没有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完
备的船只，会在明显的地方设置有救生圈、
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备。上船后，家长
和孩子们要找到救生衣放置的位置。没有
安全设备的船不能坐。

在确定船只符合要求后，上下船、船
上活动和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要养成一些
好习惯。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提醒
说，上下船要按顺序，不跑不跳，不推不挤；
船上活动要文明，坐好扶稳，轻声慢步，靠
右行走；救生设备准备好，熟悉船上的疏散
路线；紧急情况听指挥，不要自作主张跳船
逃生。

暑期出游提醒：

四类船不能坐

新华社南宁7月7日电（记者何伟）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的一个投资逾10亿元的产城融合项目近
日开工建设。今年以来，粤桂合作特别试
验区推进制度改革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等工作，新签约项目15个，合同
投资额26.7亿元，竣工项目5个、在建项
目17个。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是珠江—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粤桂两
省区合作共建，规划总面积140平方公里，
粤桂双方各70平方公里，是探索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的先行示范平台。目前，已有
414家企业在试验区注册。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国光梧州产业基地、岭南食
品工业小镇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一家超耐高温柔性新材料项目具备投产条
件，宇球科技、兴扬智能、丰冠新能源等项
目实现稳产，作为主导的电子信息、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条进一步完善。

试验区30多万平方米的通用标准厂
房、1900多套人才公寓、学校等配套项目将
于今年下半年陆续投入使用，道路、供水、供
电、排污和绿化等公共配套设施日益改善。

今年签约15个项目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

英雄烈士谱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