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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携手”推进新型
显示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合肥 11 月 21 日电 记者从
11 月 20 日至 21 日举行的 2020 世界显示
产业大会上获悉，上海市经信委、江苏省
工信厅、浙江省经信厅和安徽省经信厅
在合肥签署协议，共同推进长三角新型
显示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新型显示产业主

要聚集地，根据《共同推进长三角新型显
示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上海市经信委、江苏省工信厅、浙江
省经信厅和安徽省经信厅将牵头构建长
三角一体化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体
系，促进长三角区域新型显示产业融合
创新和迭代升级，立足长三角、辐射全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 3 亿张

22 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国、走向世界，努力把长三角区域打造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将在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公室指导下，加强关于新型显
示产业的信息沟通，及时通报和交流合
作事项进展，及时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重
大问题。

北京下雪了

据悉，在签署协议的同时，维信诺系
列项目、合丰泰超薄柔性玻璃基板项目、
长信科技高端显示模组项目等 31 个项目
也集中签约，签约项目涉及新型显示产
业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和产品，规划总投
资超过 700 亿元。

11 月 21 日，北京迎来降雪。图为游客在北
京慕田峪长城冒雪游玩。
（新华社）

农业农村部发布
“十三五”
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

数字经济助力浙江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1 日电 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
对省内工业增长贡献率逾六成、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9%……近期浙江省公布的前三季
度经济数据中，数字经济底色愈发亮
眼。注入新动能、带来新机会、创造
新模式，数字经济正在助推浙江经济
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在刚过去的“双 11”网络购物节
上，一批标注着生产日期的服装格外
受关注。这些产品由网店“初棉”和
浙江一家智能工厂联手打造，在“双
11”预售开始后，响应市场需求快速
完成生产。一个小小的标注背后，是
企业生产模式的整体转变。
“通俗说，原来服装行业就是打
‘提前量’看好今年版型、面料、流行
色彩，提前一季开始备货。”网店“初
棉”相关负责人介绍，但如今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增多、直播渠道使得买卖
双方互动增多，让快速反应的定制款
受到追捧。
在 与“ 初 棉 ”合 作 的“ 数 字 化 工
厂”里，记者看到每块面料都有自己
的“身份证”，进厂、剪裁、缝制、出厂
可通过图像识别全链路跟踪；产前排
位、生产排期、吊挂路线，都由人工智

能来做决策。
阿里巴巴集团“犀牛工厂”负责
人伍学刚介绍说，结合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工厂的运转效率将达
到行业平均水平的 4 倍，例如服装行
业原来 1000 件起订、15 天交付的流
程，缩短为 100 件起订、7 天交货。
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向内积极谋求数字化转型成了
不少制造业企业的应对
“良方”。
浙江数澜科技是一家企业数据
中台服务提供商，主要为传统制造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设施。数澜
科技运营总监武凯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国内市场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大
涨，企业国内客户增至 1000 家。
远程办公环境下的数字化管
理、基于数据的智能调度排产、把
体验店搬到线上的数字化销售……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企
业上云数量累计达 39.8 万家。越来
越多企业意识到，只有以“数”应
对，才能对未来发展心中有数。
同样，得益于数字经济领域各类
市场主体参与，浙江在短时间内快速
搭建起了应对疫情的屏障。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流行病学，浙
江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在疫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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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 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21 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11 月 21 日 7 时至
16 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2 例，
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
目前针对此二人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
及筛查排查工作已经展开，有关情况将在内蒙古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及时通报。

上海公布新增两例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行动轨迹及
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末，社保卡
持卡人数已达到 13.29 亿人，覆盖我国 94.9%的
人口。每 5 位持卡人中已有 1 人同时申领电子
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突破 3 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电子社保
卡，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关系转移、养老金测
算、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
领等 40 项全国性社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卡
的移动支付功能，已在 27 省的 224 个地市支持
就医购药扫码结算，在 22 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
码，市民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通过常用的 App、小
程序等，即可找到电子社保卡线上服务。这些
渠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小程
序，掌上 12333，工、农、中、建、交、邮储、招商、
平安等各大银行，以及支付宝、微信、云闪付
等。
下一步，人社部门计划利用两年左右时
间，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便民服务创
新提升行动，推进“全业务用卡”，不仅在人社
领域实现身份凭证用卡、人社缴费凭卡、补贴
待遇进卡、工伤结算持卡，还将积极推进“一网
通办”
，方便百姓随时随地获取服务。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1 日电 农业农村部日
前总结并发布了超级稻亩产突破 1000 公斤等
10 项“十三五”期间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
20 日，在江苏南京举行的 2020 中国农业
农村科技发展高峰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这 10 项成果：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
领先、超级稻亩产突破 1000 公斤、H7N9 禽流
感疫苗研发成功并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玉米和
大豆新品种培育成功、猪病毒性腹泻三联活疫
苗研发成功并应用、冬小麦节水新品种与配套
技术集成应用、玉米籽粒机收新品种及配套技
术体系集成应用、黄瓜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
学研究利用国际领先、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取
得重大进展、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系
列新品种国际领先。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在论坛上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和成果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重大
科技成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0%，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超过 70%，支撑保
障粮食产量 5 年保持 1.5 万亿斤以上的水平，
为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做
出了巨大贡献。
张桃林提出，
“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科技
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农
业基础研究和前瞻布局，聚焦农业“卡脖子”技
术，持续加强系统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加快转化应用，打造一批科企融合创
新联合体和产业技术创新应用示范样板，建设
好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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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助力有关部门精准识别“无意
识密切接触者”，实现疫情可追溯、可
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
48 小时内上线“新冠防疫数据智
能平台”、推出“健康码”、通过“亲清
在线”平台，快速落地复工复产各类
补助政策……一项项举措背后，既有
近年来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也得益
于阿里巴巴、数澜科技、每日互动等
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的积极参与。
每日互动创始人方毅表示，疫情
发生以来，浙江快速推出各项应对措
施的实践证明，唯有肥沃的“数字土
壤”，才能在苛刻的外部环境下孕育
生机。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 5G 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763.6
亿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 10.7%，较
上半年提升 0.7 个百分点。
浙江省经信厅一级巡视员凌云
说，2017 年底，浙江省提出实施数字
经济“一号工程”。如今，从数据看，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产
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已经成为带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1 日电 记者从 21 日上午
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 日上海新增的 2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病例 1，吴某某，男，39 岁，11 月 19 日晚自行
至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入院体温 39
度，肺 CT 显示肺部有炎症表现，即被隔离留观，现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该病例为浦东机场 UPS 上海国际转运中心西
区货运站安检员，在沪居住地为浦东新区周浦镇
明天华城小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除工作场所
外，该病例 14 天内到访过周浦医院、千里香馄饨
听悦路拱海路口店、航头镇王楼村、祝桥镇新东村
竞新小区等场所。目前上述场所已进行封闭管
理、终末消毒。
病例 2，李某某，女，34 岁，与病例吴某某为夫
妻关系，长期同住，11 月 20 日出现发热、咽痛，自
行至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就诊，肺 CT 显示肺
部有炎症表现，即被隔离留观，现在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该病例在上海市浦东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除工作场所外，该病例 14 天内
到访过航头镇王楼村、祝桥镇新东村竞新小区等
场所。目前上述场所已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
毒。工作场所浦东医院已实行闭环管理。
经连夜排查，截至 11 月 21 日 8 时，已追踪到
上述两例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 86 人（其中家
属 6 人），已全部落实隔离观察措施，完成首次核
酸采样，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已排查到筛查对象 8120 人，全部完成核酸采
样。截至 11 月 21 日 8 时 30 分，7921 件样本送检，
4468 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样本尚
在检测中。
这两例确诊病例女儿就读的学校已落实好隔
离、检测、消杀等相关措施，全部改为线上教学。
目前已对相关场所的食品、物品、环境等进行
采样，共采集 336 件样本，完成核酸检测，其中 332
件阴性，
4 件阳性。阳性样本均来自病例家中。
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列为中风险地
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天津滨海新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11 月 21 日上午开始，天津滨海新区利用 2
至 3 天时间，对滨海新区全体居民进行大规模
核酸检测筛查。
图为当日，天津滨海新区居民在泰达第二
体育场核酸检测点排队等候核酸检测（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