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30 责任编辑 高雅莉/组版 高雅莉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联系电话：88423056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草一木皆风景

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一言一行要文明

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在安徽
合肥，“中国声谷”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吸引集聚起人
工智能企业超千家，年产值超过 1300 亿元；在广东深
圳，有电子公司探索推出将机器、工人、设备工程师高
效连接的数字闭环处理链路，加装“数字引擎”从“选择
题”变为了“必修课”。近年来，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
益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推动我国数
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要求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全面赋
能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把握数字
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加快数字中国建
设的重要内容，将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
新模式，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下，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并列为生产要素，新一代数字技术是创新最
活跃、应用最广泛、带动力最强的科技领域，数字化转
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北京，长安链团队
推出了全球支持量级最大的区块链开源存储引擎

“泓”，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3.0 阶段启动建设；在上
海，8 个市级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揭牌，25 个数字生活标
杆场景建设提速，智慧城市数字底座进一步夯实；重庆
截至去年底，集聚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1900 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2200 亿元，“上
云、用数、赋智”企业超过 11.5 万家……各地亮眼的“成
绩单”，彰显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强大韧性、强劲动能，以
及市场大、基础强的独特优势。

数字经济不仅自身是新兴产业，而且还能够渗透
到千行百业，赋能实体经济。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
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
改造，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

发展的倍增作用。比如，利用工业互联网，能够实现
设计协同化、供应敏捷化、制造柔性化、产品个性化；
借助物联网打造的智慧农业平台，可以实时监控土壤
水分、土壤温度、空气温度等信息，实现数字化精准种
植。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运用数
字技术赋能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就能以数字化转
型驱动实体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
生产方式变革。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
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
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要支持数
字企业发展壮大，健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机制，
发挥“绿灯”投资案例引导作用，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
康发展。同时，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
创新这个“牛鼻子”，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
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全面、辩证、长远看，
系统、精准、务实干，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把握以数
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
史性机遇，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以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添薪助力、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积势蓄能。 （来源：《人民日报》）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清明前后，朋友圈和各种网络视频平台上就会出现
“清明蔗，毒过蛇”的各种“吓人”消息。网上的新闻是真
是假，清明时分的甘蔗能不能放心啃呢？

其实，“毒过蛇”的清明蔗通常是指的霉变甘蔗。霉
变甘蔗之所以会有“毒过蛇”的恶名，是因为江南地区春
季多雨潮湿，甘蔗如运输、储藏不当特别容易发生霉变，
而霉变甘蔗常会污染节菱孢霉菌、蔗生节菱孢霉菌等微
生物，它们会利用甘蔗含糖量高、水分充足的特点在环
境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产生“3-硝基丙酸”。科研人员曾
专门调查过江南地区春季甘蔗中“3-硝基丙酸”含量，发
现检出率超过50%，远高于冬季的10%。

霉变甘蔗为什么不能吃？
“3-硝基丙酸”是一种真菌毒素，毒性很强且既耐高

温又易溶于水，普通清洗甚至加热都无法去除其毒性。
食用含3-硝基丙酸的霉变甘蔗后短者十来分钟长则十几
个小时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表现及
昏迷、抽搐、脑水肿等中枢神经症状，重症病人多为儿童，
严重者1～3日内死亡。有些中毒者会在严重中毒后2周
至2个月出现迟发性肌张力不全，常致终身残疾。

如何区分可食用的甘蔗和霉变甘蔗？
一看：可食用的甘蔗杆身有光泽且常有白霜，切面

质地洁白，而霉变甘蔗外观往往缺少光泽，可能有霉斑，
切面中心呈红色、淡褐色或有青黑色斑点斑块，断面上
还会有白色或红色丝状物。二闻：可食用的甘蔗有股清
香味，而霉变甘蔗闻起来会略有酸味、霉味甚至酒味。
三摸：可食用的甘蔗通常茎秆粗硬且光滑，而霉变甘蔗
往往摸上去质地偏软。 （来源：江苏疾控）

进入高峰期！不要乱吃！

据上海铁路局介绍，4 月 1 日起，上海虹桥至香港
西九龙 G99 次列车恢复开行，盐城市民可以乘坐高铁
到达上海虹桥站后，直接换乘该列车。

上 海 铁 路 局 介 绍 ，为 进 一 步 满 足 内 地 与 香 港
间旅客出行需求 ，4 月 1 日起 ，上海虹桥至香港西
九龙 G99 次列车恢复开行，4 月 2 日起，香港西九龙
至上海虹桥 G100 次列车恢复开行。沪港高铁车票
已 于 3 月 23 日 正 式 对 外 发 售 ，成 人 票 二 等 座 价 格
为 894 元。

沪港高铁列车途经浙江、江西、广东、香港四
地，沿途停靠杭州东、金华、上饶、南昌西、赣州西、
惠州北、东莞南、光明城、深圳北、西九龙等 10 个车
站，全程 1632 公里，车型选用 16 节长编组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

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含客户端)、车站
售票窗口、代售点、自动售（取）票机等多种方式购
买内地与香港往来的高铁票。票价方面，沪港高铁
成人票二等座价格为 894 元，一等座为 1452.5 元，商
务座为 2856.5 元；儿童票价则在成人票基础上各自
减半。

此外，由于广深港高铁全线实行电子客票，铁路
12306 也同步优化注册功能，支持旅客使用香港、澳
门、台湾手机号进行注册，用于接收 12306 铁路服务通
知。值得注意的是，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手机 App 购
票应不晚于开车前 30 分钟，西九龙站始发列车则不晚
于开车前45分钟。

随着 1 月 8 日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恢复
办理，目前，沪港间旅游逐步“升温”。乘坐高铁往来
沪港两地的乘客需携当日当次车票（电子票）、购票时
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港澳通行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并确认证件均
在有效期内。

铁路部门提醒，香港西九龙站目前采取“一地两
检”通关模式，无论从沿途哪个车站进站，旅客可直接
登车，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后再统一进行出、入境通关
程序。
（来源：上海铁路局、上海发布、12306官网、港铁官网）

盐城→香港！可以坐高铁啦！

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
生产要素，新一代数字技术是创新最活跃、应用
最广泛、带动力最强的科技领域，数字化转型成
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
就能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实体经济的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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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
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清明节是周三，4
月5日放假，共1天。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
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年清明节仅
4月5日当天0-24时，实行7座及以下小客车
免费通行政策，其他时间段均正常收费。

福禄园：南洋镇西侧华泰路18号
自驾出行：清明期间进入福禄园西门

的车辆实行单行线，即从西门停车场进入
内部道路从东门出，上青墩连接线。因香
榭路与青墩连接线之间的建军东路封闭施
工，建议从南门进入的车辆经太湖路→香
榭路进入，从西门进入的车辆服从现场引
导从新开辟的临时道路进入。

停车：西门停车场，可停车 200 辆左
右。内部停车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直接停
放在青墩连接线东门。东门可停在青墩连
接线建军路以南和香榭路上，单排顺向靠边停放。

班次：209 路、5路、35路、K2公交车。
注意事项：9 时~11 时和 14 时~16 时前来扫墓的人最

多，为避免拥堵，请市民尽量选择错时错峰祭扫。
兰园公墓：世纪大道与开创路交叉口东北角
自驾出行：兰园公墓入口在世纪大道与开创路交叉

路口东侧路北，大家可导航前往。
停车：内部停车场能停放一百辆左右小型客车，清

明祭扫高峰期间，当车辆太多时，自驾的市民可以临时
将车于开创路两侧单排停放。

班次：B 支 4、K6、K7、9 路、K9、K11、208 路公交车，
市民可以在中联汽车城站乘车。

注意事项：为避免交通拥堵、停车困难，建议市民错时错
峰祭扫，尽量选择徒步、骑自行车、乘坐公交车等方式来扫墓。

又到一年清明时，缅怀先祖，文明祭扫。盐城交警
提醒您：

1、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
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停放；驾乘汽车要全员全程规范
系好安全带，拒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
驶；驾驶面包车切勿超员载客，驾驶农用车切勿违法载人。

2、建议市民朋友们祭扫时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同
时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采取错时错峰出行，尽
量避开交通拥堵路段。

3、驾车前往墓区祭扫，如遇道路通行缓慢，应依次排
队、有序通行，不要加塞或逆行。到达目的地后，按照指示
标志规范停车，不要乱停乱放。（来源：盐城交警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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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全国首个针对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
的省级地方标准——江苏《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服
务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将于4月23日实施。

该标准由省消保委联合省质标院等单位共同起
草，经省市场监管局批准立项、专家多次研讨、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意见等研制流程后，正式发布。

据悉，江苏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机制将法
定的“网购后悔权”积极拓展至线下消费环节，将制度优
势转化为消费动力，是一项惠民便民的创新之举。截至
2022年底，全省共有18.8万家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
诺商户，累计退货78万件，退款金额达2.72亿元。

该地方标准主要从基本原则、机构要求、人员要求、
退货方式、退货条件、退货服务流程、争议处理、服务评
价与改进等8个方面予以规范，着重突出四个亮点：

一是退货方式多样。标准为消费者设定了线下
到店退货和线上平台退货两种方式，消费者也可在与
经营者协商确认后选择其他退货服务方式，充分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退货需要。
二是退货条件明确。标准将退货商品品类和退

货承诺期限的决定权交给经营者，由经营者根据经营
条件、商品属性自主承诺并履行；同时细化商品完好
性认定条件，尽可能减少退货歧义。

三是退货流程清晰。标准以图文结合形式对退
货流程、处办要求着重进行了梳理和规范，积极倡导

“线下购物线上退，本地消费异地退，资金垫付先行
退，消费争议调处退”，让消费者退货便捷、高效无忧。

四是规范先行垫付。明确先行垫付资金来源、满足
条件、经营者返还期限等重要事项，确保先行垫付资金
合规运作，更好服务于线下无理由退货及广大消费者。

据了解，该地方标准的发布、实施填补了相关领域
的空白，有利于为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地方立法的制
定和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线下实体店无
理由退货秩序和行为；有利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活力。 （来源：《扬子晚报》）

全国首个，正式发布！

3月26日，
我国首座深远
海浮式风电平
台“ 海 油 观 澜
号”在广东珠海
福陆码头启航
前往海南文昌
海域，将进行海
上安装和调试，
我国深远海风
电关键技术取
得新进展，海上
油气开发迈出
进 军“ 绿 电 时
代”的步伐。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