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5-18 星期六 看中国·关注 A0596369 8457123责编:陈玉亮 主任:张平 责校:山梦 热线:

华为子公司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
司总裁何庭波 17日向全体海思员工群发
邮件，称华为面对美国打压，将启用多年来
自主研发的芯片“备胎”，今后每一个新产
品出生，将必须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何庭波在邮件中透露，华为在多年前
即做出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

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
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何庭波
表示。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当地时间
15 日，宣布将华为和 70 家附属公司添加
到其所谓的“实体名单”中，此举将禁止

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
国公司购买零部件。

据了解，总部位于深圳的海思半导
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前身是创建
于 1991 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其
产品覆盖无线网络、固定网络、数字媒体
等领域的芯片及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电

雾霾从何而来，怎样漂移、消散？搞
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治霾。日前，由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研制的新
型“探霾”激光雷达项目，通过了由科技
部组织的综合验收。据悉该项目打破了
发达国家对激光雷达核心技术的垄断，可
实时监测 10公里高空范围内的雾霾分布
并分析其成分，目前已在国内多个区域组
网观测。

激光雷达是探测雾霾的先进技术手
段，但之前我国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从
国外整机进口。2011 年以来，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
徽光机所所长刘文清作为项目负责人，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大气细粒
子与臭氧时空探测激光雷达系统研发与
应用示范”项目启动攻关，在雷达光源、
瞬态记录仪和雷达数据应用等研究方面
取得多项重大突破。

PM2.5 与臭氧是雾霾的两大主要成
分，大气细粒子与臭氧时空探测激光雷达
可以从地面到 10 公里高空范围内，实时
探测这两种成分的高度分布、浓度分布等
指标。“准确知道了雾霾的成分、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有助于解析污染的成因，
精准制定治霾的策略。”项目执行负责人
张天舒研究员说。

据了解，该项目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激
光雷达核心技术的垄断，成功实现了整机
国产化，并在产品应用方面走在国际前
列。目前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
渝等人口密集区，均已规模化布局组网，
实时监测空气质量。 据新华社电

浙江大学化学系范杰教授团队用沸
石棉纤维复合材料，制备出一件“紧急止
血救生衣”。该救生衣外表与普通 T恤没
有区别，但能在关键时刻止住喷流的动脉
血，为抢救生命赢得时间。该项成果日前
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范杰介绍，失血过多是意外创伤致死
的首要原因，大动脉出血则十分凶险。作
为血液从心脏通往各个组织的交通要道，
动脉内血液的流速可超过 50 厘米／秒。
一旦发生破裂或损伤，在短时间内血液就
会大量流失。

常见的沸石止血产品是一种粉状物，
此前已被广泛用于重度出血时的院前急
救。但沸石止血产品在使用时会产生高
温，导致伤口灼烧，影响愈合。

范杰对沸石止血产品进行了改造，将
沸石材料植入棉纤维上，制备出柔性、安
全、便捷的新型止血复合材料，并制作成
衣物。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止血衣
的一根根棉纤维上附着有许多小圆球，直
径在 5微米左右。

“沸石止血不是简单的物理吸附现
象。我们发现，沸石能从血液中捕获并活
化凝血酶，使其持续高效工作，从而大大
增强人体本身的凝血机制。沸石棉纤维
复合材料只需植入很少的沸石，就能够达
到催化凝血的效果，避免使用时的高温灼
伤和凝血酶失活问题。”范杰说。

范杰表示，沸石棉纤维复合材料可制
成用于不同伤口的止血产品，可成为户外
运动、极限运动的保护装备，也可作为急
救装备，在交通、地震等意外事故中发挥
作用。 据新华社电

16 日至 17 日，受低空急流影响，福
建中北部地区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全
省逾 100个乡镇 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
过 100毫米，局地超过 330毫米，三明、龙
岩等地受影响较重，局部出现灾情。

据初步统计，截至 17日中午，三明市
和龙岩市 4 万余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
积超过 6.8 万亩，已紧急转移群众超过
7400 人。目前，地方政府、消防、武警和
电力抢修队伍等正在抢险救灾。

17 日上午，记者在永安市小陶镇看
到，流经多个乡镇的文川溪水位持续高
涨，不少沿河民房和农田已被淹没，部分
国道积水路段长达百米。至上午 11时左
右，当地持续降雨已停止，镇区主要路段
积水逐渐退去，居民们正在抓紧冲洗沿
街淤积的泥沙。

在受灾较重的小陶镇美坂村，记者沿
路见到消防和武警部队车辆正在巡查和
清理现场。小陶镇副镇长陈晓娇介绍，受
前一夜持续降雨和洪水影响，村里共有 30
多处房屋倒塌或损毁，“凌晨 4点左右，我
们一接到险情预警就紧急撤离了 300 多
名群众，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在文川溪沿岸的小陶村，多家工厂和
仓库17日上午被洪水严重浸泡，不少工人
在洪水退去后开始整理受损货物。一家竹
制品厂的负责人冯永乾说，因洪水来势较
急，工厂中不少库存的毛竹被水冲走，多套
机械设备浸坏，预计损失将达数十万元。

永安市委书记蒋先东介绍，当地已
协调多处学校、敬老院作为受灾群众的

应急安置点，并安排各部门及抢险队伍
分赴受灾点实施抢救，千方百计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介绍，截至 17 日
上午，三明全市累计出动电力抢修队伍
131支共 947人赶赴各地抢修，另有 30支
抢修队伍正在待命，公司将争取第一时

间为受灾地区恢复供电。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17日早上召

开会商会，认为本轮强降雨过程来势猛、
强度大，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仍有较强降
水过程，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要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
各项防御工作。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 5月 17日电 5 月 17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针对近
期“95”号码和移动转售业务“170”“171”
等号段拨打骚扰电话严重扰民、群众举报

投诉居高不下等突出问题，约谈了南京颢
志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20 家呼叫中心
企业和远特（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
10家移动转售企业。

工信部要求被约谈企业即查即改，落
实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制度，做好骚扰电
话等垃圾信息治理工作，确保短期内整改
见到实效。

会上，各被约谈企业签订了《整改承
诺书》，承诺全面排查，立行立改，坚决整
改到位，在整改完成前不再开通相关业务
或申请新的号码资源。

70年来，革命英烈伊斯哈克伯克·穆
努诺夫维护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团结的
英雄事迹在新疆传颂，他的革命精神鼓

舞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建设伟大祖国。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

族，出生于 1902 年，新疆乌恰人。1925
年替父从军，加入边卡队，担负起守卫祖
国边防的任务 ，1928 年赴苏联学习军
事。归国后，他一度出任新疆地方部队
团长、旅长，投身于平定民族分裂分子策
动的武装叛乱的战斗，为确保南疆地区
安定、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这期间一再强调部队的纪律：“不能
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不准抢劫人民财产；
不准侵犯人民利益；不准欺压老百姓。”

1944年 11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
夫任新疆三区民族军第一骑兵旅旅长、

“临时政府”委员、三区民族军总指挥等
职。他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
压迫和民族歧视，亲自收养汉族孤儿，为
创建与壮大新疆三区民族军以及推动新
疆三区武装斗争的胜利做了不懈努力。

1946年 7月 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
立，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任省联合政
府委员兼省保安副司令，致力于贯彻落
实十一项《和平条款》。新疆省联合政府
破裂后，他指挥平定发生在新疆三区境

内的乌斯满·斯拉木、哈力伯克·热英别
克·霍加别克武装叛乱，不仅巩固和保卫
了新疆三区根据地，而且牵制了近 10 万
国民党军队不敢离疆入关打内战，有力
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西北解放
战争的顺利进行。

1948 年 8 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
夫当选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
组织委员会委员。他对新疆三区干部群
众特别是民族军将士不断进行维护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大力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邀
请，他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今北京）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27日，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外
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
47岁。 据新华社电

约谈30家骚扰电话问题突出企业

工信部：骚扰电话整改要短期内见效

我国学者制备出
沸石棉纤维紧急止血救生衣

我国成功研制
新型“探霾”激光雷达

华为海思总裁：
将启用自主研发芯片 实现科技自立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英烈功业世代传颂

伊斯哈克伯克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像穆努诺夫像（（资料资料
照片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闽西北强降雨 4万余人受灾
抢险救灾正在进行

↑5月17日，武警福建总队三明支队官兵
在永安市小陶镇转移被困群众。 新华社发

←5 月 16 日，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境内 306 省
道，一辆货车被洪水围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