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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讯 市委中心组昨天

下午举行学习会， 围绕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和《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三卷进行深入交

流。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

强调，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是今年市委抓全面从严治党特

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安

排。抓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的学习， 是强化理论武

装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

任。 领导干部要发挥领学促学

作用， 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学思践悟、融会贯通，更加

坚定理想信念， 更加强化党的

意识，更加彰显初心使命，更加

奋力担当作为， 不断创造新时

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蒋

卓庆，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董

云虎， 市委常委于绍良、 刘学

新、吴清、翁祖亮、周慧琳、诸葛

宇杰、凌希，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级

法院院长、 市检察院检察长出

席会议。

李强指出，学习“四史”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先学一

步、学深一步，做好表率。 领导

干部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

责，要有更加坚定、更加至诚、

更加深厚的理想信念。 要通过

学习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切

实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历史规

律的深刻把握上， 建立在与时

俱进的理论武装上。 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 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 不断滋养理想信

念、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李强指出， 要通过学习进

一步强化党的意识， 自觉肩负

起管党治党责任。带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 “两个维护 ”, 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党员干部要牢记第一

身份是共产党员、 第一职责是

为党工作。

李强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

上，我们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把初心变为恒心。 要走好新时

代党的群众路线， 经常联系走

访基层群众，感知群众的冷暖，

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 扎实推

进人民城市建设，聚焦“老、小、

旧、远”和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

领域，努力实现“五个人人”的

美好愿景，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李强强调，干事创业、开拓

创新，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

应”，为基层服务，为发展出力。

对于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的老大难

问题，要敢于负责、敢于拍板，

敢抓敢管、一抓到底。

●全自动核酸提取工

作站：为核酸检测提速

自动加样， 仅需一步即可

完成 96 个样本的核酸提取！ 展

会现场， 由伯杰医疗自主研发的

全 自 动 核 酸 提 取 工 作 站 （BG -

Star96）正在模拟核酸提取全过程。

在伯杰医疗的展台前， 全自动

核酸提取工作站犹如一个摆满试管

的组合柜。 “人工采样的样本直接放

进去就可以了， 设备会自动完成样

本处理，提取和 PCR 体系配置。 ”

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梁钰婷介绍说， 如果靠

半自动提取结合手工操作，需

要两个人花一到两小时才能

完成，而全自动核酸提取一小

时可以完成 96 份。 预计 11 月

底， 该设备有望拿到医疗器械

许可证，上市后将为核酸检测提

速。 （见习记者 李晓丹）

●智能印章：盖章人、盖章

次数可追溯

在上海师范大学展区， 记者看

到一个黑色长方体、 类似小音箱的

装置， 工作人员正在顶部用手机

扫码，底下放着一张 A4 纸，不一

会儿， 纸上多了一个鲜红色的

印章。

工作人员介绍，使用这款

印章打开蓝牙，手机扫一下顶

部二维码， 顶部的屏幕是水墨

屏，防眩光，然后对准要盖章的

位置，盖章不用人手按压，自动落

章。 一款智能印章可盖 50 万次。

据了解， 智能印章用印过程中

的实时监控， 让企业对印章使用了

如指掌，随时可查阅盖章人、时间、

地点、次数和文件影像。

这款智能印章，严防偷盖、私盖

等违规用印， 规范印章的管理和使

用，实现全流程闭环的高效管理，降

低企业用印风险。

（晨报记者 杨青霞）

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领学促学站稳立场

把初心变为恒心
近500项新产品新技术首发

创工博会历史新高，有 5G 综合杆、世界最大 LNG 加注船等

晨报记者 潘 文

9 月 15 日 -9 月 19 日，今

年全国范围内首个线下举办的

国家级工业展会———第 22 届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以下称

“工博会”） 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

可一杆多用的 5G 综合杆、

更安全的协作机器人、 世界上

最大的 LNG 加注船……本届

工博会上， 众多工业技术领先

企业的新品进行全球首发首

展， 共有近 500 项新产品新技

术首发，创历史新高。

5G 综合杆

道路上，各类杆子数量多、种

类杂、架设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大难

题。 同时，5G 无线传播损耗大，单

基站覆盖范围小需要建设更多的

基站，才能实现良好覆盖。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的展台上，带来了最新的 5G 综

合杆模型， 一根杆子上集成了交

通标识牌、路牌、摄像头、交通信

号灯、路灯等，杆子顶部还装上了

5G 基站。 5G 综合杆的杆体分为

主杆、副杆、横臂、灯臂四大结构

部件，集成多媒体信息发布屏、应

急广播、 无线 WIFI、5G 基站、物

联网、智能停车等多种设备，可以

一杆多用，减少重复建设，节约大

量人力、资源和经济成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中方介绍

说：“在有限的城市空间条件内，

很难腾出更多空间去建设 5G 基

站，未来城市内 5G 发展更多的可

能是搭载在 5G 综合杆上。另一方

面，通过杆件整合后，可以实现集

中管理、集中维护,进一步实现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

记者在现场看到，5G 综合杆

还具备“一键报警”功能，当遇到

危险或意外事件时， 只需按下综

合杆上的报警按钮， 相关部门或

是小区门卫室等就会接到报警信

息， 通过综合杆上的摄像头就可

以立即了解现场情况。

协作机器人

进入移动终端 App， 点击

“关节运动” 或 “直线运动”模

块，编辑“目标点位”，设置“速

度”和“加速度”，点击“完成并

启动” ……机器人便会按照相关

编程指令进行“工作”。

本届工博会上， 节卡机器人

最新发布了共融系列协作机器

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机器人

的控制柜极为小巧， 机械臂上还

装上了摄像头。

“控制柜相当于机器人的大

脑， 摄像头就相当于机器人的眼

睛， 这款机器人可应用于各种识

别、抓取的场景下，装上不同的抓

手就可以抓取不同物体。 通过我

们的机器人图形化编程软件，一

个普通工人经过一天的培训

后，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进行

编程， 让机器人按照指定轨

迹进行工作。 如果要求的轨

迹精度不是很高， 还可以直

接通过拖拽机器人让它记住

点位即可。 ”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说。

新一代节卡共融系列协作机

器人还可以智能识别、 感知机器

人工作场景， 碰到人时就会自动

停止，提高了人机协作的安全性，

大幅提高生产的柔性制造和自动

化程度，可广泛应用于检测、分析

和控制等生产工序。

LNG 加注船

在中国船舶集团展台

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船舶模

型尤为壮观。

其旗下沪东中华展出了

18600 立方米 LNG （液化天然

气）加注船，该船总长 135.9 米、

型宽 24.5 米、设计航速 12 节，货

舱容量达到 18600 立方米， 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 LNG 加注船，首

次在工博会亮相， 获得工博会空

间信息产业产品类金奖。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船

型是全球首个应用 MARK III 

FLEX 薄膜型液货围护系统

的 LNG 加注船，操纵性能优

异，采用全回转推进系统，能

在 6 级海况下横向行进，实

现自主靠离泊。 同时，该型船

的液舱也是国内首次实现

MARK III 型液舱的实船设计

和建造，填补了国内空白。

目前， 沪东中华已成功交付

一批 18600 立方米 LNG 加注船，

并将这些先进“智”造经验应用

于优化型 18600 立方米 LNG 加

注船建造中。 优化型加注船的性

能更为优异， 加注速率更高，对

LNG 燃料舱的兼容性更强， 船型

覆盖更广， 是全球最通用的加注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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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5G 综合杆模型

中图：全自动核酸提取工作站/新华社

下图：智能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