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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从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悉，9月7
日23时至8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
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约

9万人参加演练及现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联合演练包括庆祝大会仪

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转场、应急处
置等六项内容。其中，持续1个小时的阅兵演

练重点进行了阅兵式、分列式演练。群众游
行演练重点是集结疏散、整体行进，以及与
联合军乐团、合唱团的磨合，与阅兵方阵、联
欢活动的前后衔接。联欢活动演练了主题表

演和中心联欢表演，演出人员熟悉了场地，
烟花燃放控制系统进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活动全流
程、核心要素的内部衔接，全面检验了各方

组织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演练精确到分、
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标。北京市有关方
面表示，这次夜间演练活动，得到了广大市
民群众的理解支持，特表示衷心感谢。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
包括庆祝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转场、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敬家
炽 刘欢）9月7日15时30分，随着模架
主梁底部牢牢贴住平台上的台车滑板，
东雷高速通明海特大桥TJ3标的首套移
动模架下放到位。“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
落地了。”现场专职安全员冯文伟说，他
是整套模架从安装到顺利完成的见证人
之一，陪伴着这套模架风风雨雨经历了
近两年时间。

东雷高速通明海特大桥TJ3标西引
桥现浇箱梁左右幅共计142孔，采用四套
移动模架同步施工。据悉，重达千吨的移
动模架造桥机是一种自带模板，利用承台
或墩柱作为支承，对桥梁进行现场浇筑的
施工机械。其主要特点是施工质量好，施
工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这四套模架均
由湛江海湾大桥建设时的四套移动模架
改造而来。在模架改造及施工过程中，陆
续进行了底腹板钢筋整体吊装、托架跨越
式转运、小曲线半径（横坡）及变坡段（纵
坡）移机等关键工序优化，使得单跨施工
周期缩短到12天，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目前，该标段现浇梁施工已接近完
成90％。首套移动模架的顺利拆除工作
是确保左、右幅按期合拢的关键，更是目
前本项目安全施工控制的重中之重。该
项目现浇梁合拢段位于浅滩区，模架下
放拆除存在同步性控制难度大、施工净
空小、安全风险高等难题。为确保移动模
架下放工作顺利完成，项目经理陈庆华、
移动模架总负责谭海雄等领导多次组织

工程、机材、安全、测量等相关部门人员
进行施工方案优化、安全保障措施细化，
并最大程度消除安全隐患。

整个下放过程项目部施工技术、机
材、安全人员在旁监督指导工作，随时应

对现场特殊情况的发生，同时对下放系
统压力情况进行监测，测量组检测主梁
下放位移及速率，保证模架下放拆除工
作的高效、准确、均衡。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首套模架顺利

下放拆除是东雷高速TJ3标全体参建人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按时完成西引桥
现浇梁合拢的关键保障，同时也为其余
三套模架的下放拆除提供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首套移动模架顺利下放到位
东雷高速通明海特大桥TJ3标

东雷高速通明海特大桥施工技术人员在指挥首套移动模架下放。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湛环宣）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官网公布广东省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8月份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全省排名第一，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汕
尾、阳江。

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
湛江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98，是全省
唯一低于 2.0 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
100％，同期全省平均达标率为89.2％。

据了解，今年1～8月，在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整体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我市环境
空气质量排名仍然保持全省第二，各项污
染物相比去年同期明显改善，其中SO2、
PM10、PM2.5、O3浓度均值为同比降低了
14.3％、8.8％、13.0％、4.0％，NO2浓度与
去年持平。这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举全市之力持之以恒打
赢蓝天保卫战取得的成效。

成绩喜人却不能掉以轻心。记者从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眼下即将进入秋冬季节，
污染天气易发，我市已提前部署，各有关部
门将按职能分工，通力合作，加强对重点工
业企业、施工扬尘、柴油货车等高排放车
辆、露天焚烧等重点污染源的管控。作为
湛江市民应当从我做起，支持环保，配合减
排，与广大环保工作者一起守卫“湛江蓝”！

“出发！”9月 8日上午 9时，满载着
140名乘客的旅游大巴，缓缓驶出湛江国
际会展中心广场，奔赴东海岛、渔人码头
等地，就此拉开了又一期“万名市民游湛
江”活动的序幕。逛工业主战场、听湛江发
展介绍、感受家乡变迁……“爱家乡 看
变迁 促发展”万名市民游湛江活动又一
波热潮来袭！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建设跨入加快发
展的新时代。德国巴斯夫投资100亿美元
的精细化工一体化项目正抓紧筹建，将与
湛江钢铁、中科炼化等重大产业项目架构

起湛江先进制造业主题框架，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蓬勃发展，具有湛江特
色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宜居宜业
宜游生态型海湾城市格局逐步彰显魅力，
湛江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市民们通过看、说、走、品，切身感受
到湛江的新发展、新变化、新形象，更加激
发了热爱家乡的情怀，提升了促发展的信
心。“首站走进湛江城市规划馆，我们通过
大屏幕视频、精彩图文等方式，听讲解员
解读湛江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全方位了
解湛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城市发展、产
业发展的规划和定位，我们也清晰地知晓
城市的发展方向。”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儿童医学中心病区护士长张雪岚欣喜
地说道。

湛江钢铁厂区绿树红花的“高颜值”
和清新的空气让游客们啧啧称叹。不少市
民纷纷表达惊喜之情：

“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观长达一公里的
热轧车间，亲身感受‘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感受循环经济理念及环保、智能技术
给钢铁产业带来的全新变革！”

“厂区蓝天白云，绿树成荫，树叶摸不
到灰尘；路面车辆井然有序，车间全自动
化监控操作，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东海
岛石化钢铁产业代表了现代化先进绿色
工业的发展。”

……
一路欢歌，一路笑语，旅游大巴欢快

地驰骋在市区郊外的条条大道上。沿途经
过西城快线、疏港大道、高铁西站、渝湛高
速湛江段、东海岛铁路等项目，发达的交
通网络给湛江的经济发展、市民生活的改
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市民们看不够、
拍不够、说不够，湛江的发展变迁让大家
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这些年来，亲眼看到了高铁西站、玉
湛高速、广湛高铁等大交通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亲身体验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厂区的
生态环境，还亲临见证中科炼化、巴斯夫
湛江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或即将动工，这些

都是为湛江经济‘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群部党员
吴英伟说。

当乘坐红嘴鸥游船，欣赏到湛江“一
湾两岸”的碧海蓝天，感受到“十里军港”
的威武雄壮，大家近距离看到家乡的新发
展、新变化和新形象，由衷为湛江的发展
感到高兴。

“湛江有很多优秀的旅游资源，要善于
挖掘、展示出来，吸引游客，希望湛江能够
进一步挖掘雷州半岛的文化旅游，进一步
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
迎接八方来客。”市民李小姐说，“我们即将
举办35周年同学聚会，很多老同学听到我
的描述，都迫不及待想回来游览‘一湾两
岸’，看看曾经求学的城市的巨大变迁。”

李小姐说，前些年，湛江成功摘得“国
家卫生城市”牌匾，目前，湛江又向“全国
文明城市”进发，希望能够创文巩卫，提升
城市美誉度，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闵志 通讯员李嘉星）
9月8日上午，由市政府、市征兵办主办的

“崇文尚武 保家卫国——湛江市2019
年度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主题国防教育
活动”在湛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湛江军分区司令员
张彬大校，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光祥，市征
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常委、湛江
军分区政委黄家忠大校等市征兵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和全市2019年度入伍新兵及
其家属、驻湛6所高校、接兵部队干部共
45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以狮鼓和快闪表演开场，表达了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新兵的祝福。此次活动
旨在进一步增强新兵荣誉感，鼓励入伍新
兵在军营中勇创佳绩，持续营造参军光荣
浓厚氛围，辐射带动广大市民增强国防意
识和崇文尚武、保家卫国的光荣感和使命
感。据悉，我市2019年度入伍新兵将于9

月10日开始起运。
陈光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入伍的新

兵和其家属表示祝贺，对征兵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他希望新兵到部队后，要继续勤
奋学习，提高素质，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
习知识，尽快从青年到优秀军人的转变；
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队纪律条
例，乐于吃苦，勇于奉献，积极投身丰富多
彩的军营生活；要恪尽职守，将报国之情
体现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努力实现自身价

值；要常记家乡，常思家人，用实际行动回
报父老乡亲。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新兵家
属的生产生活，继续做好拥军优属的各项
工作，落实好优抚安置有关政策，让新兵
们安心服役。

张彬表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征兵
工作，出台了多项举措，有力促进了我市
征兵工作顺利开展。鼓励新兵们在部队中
不怕艰难、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
以实际行动为父母争光，为家乡添彩。

据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记者刘巍
巍、董瑞丰)记者从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中国计算
机大会将于10月17至19日在苏州举行,
届时将邀请15位国内外计算机领域知名
专家、企业家到会做特邀报告,另有3场主
题论坛、78场前沿技术论坛、21场特色活
动及100个科技成果展,预计大会将吸引
8000人参会。

此次大会以“智能+引领社会发展”为
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
计算、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健康医疗、教
育教学等热点领域,备受关注的CCF王选
奖、海外杰出贡献奖、科学技术奖也将在大
会期间揭晓。

同期举办的科技展将开设百余个展
台,向专业观众展示高性能计算、普适计
算、云计算与基础设施,AR/VR技术、移
动互联网应用、信息安全、大数据、数据
存储、数字医疗与健康领域的新技术、新
成果。

此次大会举办地苏州工业园区近年率
先布局“智能+”,加快发展以大数据、云计
算为支撑的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截至2018
年底,已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600余家,
从业人员超2万人,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企
业超200家,实现产值250亿元,形成估值
上千亿的产业集群。

中国计算机大会创建于2003年,已成
功举办十五届,是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的计算领域年度盛会。

火红湛江

我市举行2019年度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市民为家乡高颜值大发展点赞

本报记者 陈彦

“爱家乡 看变迁 促发展”
万名市民游湛江

8月我市空气质量
排名全省第一

聚焦“智能+”

2019 中国计算机大会
将于10月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王思
北）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办，中国摄
影家协会承办的“我和我的祖国——摄影、
短视频优秀作品展”8日在北京民生现代
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近400幅摄影、
短视频作品。

据悉，“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动
自2019年1月起面向全国征集相关作品，
至6月底结束，共计半年时间，征集到文学
类作品14万余篇，摄影作品近13万幅，短
视频3000余部。

“我和我的祖国——
摄影、短视频优秀作品展”

近400幅作品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