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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稳步扩大
配套制度法规提上日程

3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
“句芒号”
成功发射看点透视

15 个省（市）23 个地区参与试点，10 家运营机构参与研发，涉及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
众多领域，涵盖线上线下……当前，我国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已形成一定格局，成为全球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
究的先行者。
为推进数字人民币稳步健康发展，相关配套法规研究也被提上日程。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研究出台数字人民币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数字人民币技术标准，夯实数字人民币法
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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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稳步扩大
今年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再
度扩容，
新增加了天津、重庆、广东
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和厦门以及浙
江的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
金华，北京和河北张家口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景试点
结束后也转为了试点地区。
从最初的“4+1”扩展到“10+
1”，再到如今 15 个省市的 23 个地
区，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稳步扩
大。其中，深圳、苏州、雄安新区、
成都 4 个地方取消了白名单限
制。兴业银行也于近期成为 10 家
运营机构中的一员。
在此背景下，体验数字人民

币的用户大幅增长，交易场景持
续增加。截至 5 月末，15 个省市的
试点地区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
商户门店数量达 456.7 万个。
花数字人民币乘地铁、点外
卖、逛景点……数字人民币的应
用场景越来越丰富，涵盖线上线
下。据介绍，各试点地区围绕促
进消费、抗击疫情、低碳出行等主
题累计开展 20 多次数字人民币消
费红包活动，有力促进社会消费
回补与潜力释放。
数字人民币对于经济的助力
远不止拉动消费。随着数字化场
景越来越多，数字应用领域相关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不
断涌现。数字人民币上下游产业
正在产生集聚效应，催生一批新
模式新业态，更好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今年 6 月，全国首个“农业碳
汇交易平台创新数字人民币应用
场景”在福建厦门落地。当地用
户可以运用数字人民币实现农业
碳汇交易，助力乡村振兴和绿色
转型。
专家表示，当前，数字人民币
在拉动居民消费、推动绿色发展、
提升金融普惠、改善营商环境等
方面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更多惠企利民新功能加速上线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钱包
推陈出新，对公和个人业务深度
融合，一些惠企利民的新功能加
速上线。
薪资发放是数字人民币服务
中小微企业的其中一项。在雄安
新区容东片区 1 号地块电建智汇
城项目工地，工人们正在紧张作
业。
“ 通过数字人民币结算，我每
月工资都是按时足额发放到个人
钱包的。”
钢筋工郑红杰说。
借助成本相对较低、支付即
结算等特征，数字人民币还探索
在资金管理、进销存管理、贷款融
资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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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有多家银行探索通过
数字人民币发放贷款：苏州银行
落地制造业数字人民币贷款，邮
储银行在陕西落地数字人民币汽
车消费贷款，工行向苏州一家劳
务供应链企业发放数字人民币普
惠贷款 200 万元……
“从数字人民币钱包开立到
贷款申请，从受托支付到还款，客
户可通过手机在线自助完成。”工
行苏州分行普惠部副总经理左玲
玲介绍，数字人民币在信贷领域
的创新突破，有利于提高企业获
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贷款资金
支付货款更可以做到实时到账。
在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新型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
下，厦门的数字人民币签约缴税
功能已上线，全国首个“数币+”公
积金专窗落户深圳福田，长沙正
探索数字人民币应用于税费缴纳
和医保、社保缴费……
不少专家认为，
数字人民币通
过“智能合约”技术，将在财政、税
收、政务等方面大有可为，为企业
和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在
预付资金管理领域，
数字人民币可
有效防范资金挪用，实现透明监
管；在财政补贴、科研经费等定向
支付领域，
数字人民币能限定支付
用途，
实现对公共资金的全链路监
控，
提升政府资金效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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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已有安排
当前，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
工作逐步深化，夯实其法治和监
管基础成为需要着眼的新问题。
“目前，数字人民币双层运营
架构等顶层设计已通过全方位测
试，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有效
验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
飞表示，下一步，要夯实数字人民
币法治基础，巩固数字人民币法
偿性地位。同时，强化对数字人
民币业务、风控、技术、安全等方
面的统筹协调，充分运用先进监
管科技手段，牢牢守住安全运营
的底线。
随着数字人民币在数字身
份、数字消费、数字贸易等领域不
断创新应用，隐私保护成为人们

关注的重要问题。
“最少、必要”原则，采集的信息量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
少于现有电子支付工具。
所所长穆长春介绍，目前，相关部
建立信息隔离机制只是完善
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信息隔离机
顶层制度中的一环。记者了解
制，明确运营机构开展数字人民
到，从明确数字钱包查询、冻结、
币运营业务的独立性，并通过设
扣划的法律条件，到建立相应的
立数字人民币客户信息隔离机制
处罚机制，再到完善数字人民币
和使用限制，规范数字人民币客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法规制度
户信息的使用。
……越来越多法规制度将被提上
“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需要
日程。
建立健全客户信息保护内控制度
据介绍，监管部门将强化监
和客户信息保护监测工作机制， 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
只有在可能涉及洗钱、恐怖融资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
和逃税等违法犯罪交易时，才能
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
申请获取相关客户信息进行风险
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
分析及监测。”穆长春介绍，数字
和化解能力。
人民币在收集个人信息时遵循

8 月 4 日，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句
芒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乙遥
四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
监测卫星是我国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联合
观测的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对森林植被生物
量、气溶胶分布、叶绿素荧光的高精度定量
遥感测量。
“ 句芒号”的升空，标志着我国碳
汇监测进入遥感时代。
此次发射也是自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
成功首飞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 800 多
天内连续成功执行的第 100 次宇航发射任
务，国家航天局负责“句芒号”卫星工程管
理、重大事项组织协调、发射许可审批，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八院分别负责卫星系统和运
载火箭系统抓总研制。

“准、全、细、精”
。
植被测高结果“准”。
“句芒号”利用多波
束激光雷达进行植被测高其实是一个抽样
测量的过程，通过计算激光到树冠以及地面
的时间差得出树木的高度，而卫星一次测量
发射出激光的光束数量、频次决定着测量精
度。为最大程度提升植被测高的数据精度，
研制团队通过数据反演、仿真分析、应用测
试，
最终使植被测高精度大幅提升。
获取植被面积“全”。为准确还原森林
茂密程度，研制团队为卫星设计安装了 5 个
多光谱相机，实现对地 5 角度立体观测。同
时，为了避免植被阴、阳面光线影响，研制团
队创新性提出月球定标方法，确保 5 角度成
像光谱响应一致。实现这些能力后，5 角度
多光谱相机就能帮助“句芒号”绘制一幅“立
体”
植被分布图。
尝试“跨界”：
叶绿素荧光探测“细”。叶绿素是植被
“身怀绝技”的“技能之星”
光合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叶绿素荧光高精
句芒，是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中的木神、 度制图便是“句芒号”支撑高精度监测的重
要环节。但叶绿素荧光的能量非常小，仅有
春神，主管树木发芽生长，与祝融齐名，象征
约 0.5%到 2%以荧光的形式发射出来，为提
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责任。国家航天局公
布的信息显示，
“ 句芒号”卫星在轨运行后， 升叶绿素光谱探测精细程度，科研人员为
可获取全球森林碳汇的多要素遥感信息，提 “句芒号”设计配置了超光谱探测仪，创新使
用了光栅分光原理，能够探测到人眼所看不
高碳汇计量的效率和精度，转变传统的人工
到的太阳光细微的明暗变化。
碳汇计量手段，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
大气校正数据“精”。为了去除大气对
略落实提供重要的遥感支撑。
监测数据的影响，
研制团队首先为“句芒号”
森林碳汇监测需要有高精度的植被数
专门配置了偏振成像仪，
支持 35 个角度监
据作为支撑，为达到这一要求，研制团队尝
测大气 PM2.5 含量，获取大气横向 PM2.5 含
试“跨界”，创新性地将天基测绘“激光雷达+
量信息。此外，研制团队还增配了大气激光
光学相机”为代表的主被动联合观测手段应
雷达，用于获取大气纵向 PM2.5 含量信息。
用到森林监测中。
一横一纵就将数据结果由二维变成了三维
获取高精度的植被高度和面积信息是
更加精准。
森林碳汇监测的关键，对应到卫星设计上， 立体信息，
即对激光雷达和多光谱相机提出了高要
操控便捷：
求。为了让“句芒号”具备高精度森林碳汇
能自主规划任务的“智能之星”
监测能力，研制团队基于现有技术基础，从
性能提升、配置方式、总体设计上做出创新
“句芒号”载荷多、模式多，但其操控十
突破，最终满足了森林碳汇监测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遥感卫星总体部专
分便捷，是一颗具备自主任务规划能力的
。
家介绍，这种主被动联合观测模式，不仅充 “智能之星”
分发挥了激光雷达和多光谱相机的优势，同
森林碳汇监测是“句芒号”的主要任务，
除此之外，还可广泛应用于环保、测绘、气
时还能利用激光校准多光谱相机精度。
象、农业、减灾等领域，支撑作物评估、植物
病虫害监测、灾害应急成像等工作。因此，
“准、全、细、精”：
“句芒号”
任务繁多，工作模式复杂，研制团
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
队既要考虑让卫星支持更多应用，还要考虑
让卫星易用、好操控。
植被高度、植被面积、叶绿素荧光和大
为此，研制团队从硬件上保证各种载荷
气 PM2.5 含量是计算森林碳汇能力的核心
数据独立传递，
从软件上让卫星“智能化”，
数据。作为森林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
根据设定的边界条件参数辨别海洋、
陆地、
“句芒号”配置了多波束激光雷达、多角度多
光照条件，并以此自动规划任务探测流程，
光谱相机、超光谱探测仪、多角度偏振成像
实现自主任务规划。
仪等 4 种载荷支持获取以上数据，确保数据
（本版均据新华社）

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后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本工程主要包括环湖河道整治工程、东西苕溪
治理工程、闸站扩排工程、沿线交叉建筑物改造等内
容，工程建设对改善流域防洪功能和水生态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
示，环评文本和调查表已在湖州市水利局（http://slj.
huzhou.gov.cn）公示，
请于登报之日 10 个工作日内提
出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
湖州市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兴
汇通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德清县水利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安吉县水利建设发展总公司
联系人：
黄工 联系电话：
13738239491
环评单位：
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乔工 联系电话：0571-87996810；邮
箱：
342269070@qq.com

致余杭区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封信
尊敬的用人单位、劳动者：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群众办事，丰富
“互联网+人社”应用场景，提升人力社保数字化服
务水平，余杭区自即日起，全面上线杭州人社网签
电子劳动合同平台（
“杭云签”
平台）。
“ 杭 云 签 ”平 台（https://dzht.hzrs.hangzhou.gov.
cn/）是专为广大企业免费提供网签电子劳动合同
签署服务及附随人事管理功能的平台。经“杭云
签”平台签订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均无需担心。
“杭云签”
平台具有以下优势：
一、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电子劳动合同减少
了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约及管理存档的成本，大
概率避免了纸质合同签署过程耗时长，易浪费、易
损毁、易丢失、易被不法人士伪造篡改使用等情
况，解决了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和持续管理问题。

二、规范企业用工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用人单位借助“杭云签”平台的日常人事管理功
能，能够快递查阅、调用和管理人事数据，提升管
理效率，优化管理水平。
三、方便快捷，全面实现“无纸化”。在人社业
务的办理过程中，有不少个人事项需要提供纸质
劳动合同。
“ 杭云签”平台目前已在引进人才居住
证事项、工伤认定申请等事项中实现电子合同引
用功能，下一步将继续拓展场景应用，让广大群众
在办理事项时，无需再提供纸质合同，真正实现便
企利民的
“无纸化办事”。
在此，
我们呼吁广大用人单位、劳动者使用
“杭
云签”
平台，
为我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添砖加瓦。
“杭云签”平台线上操作手册地址：https://dzht.
hzrs.hangzhou.gov.cn/docs/_book/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网络优化升级、割接公告事宜
尊敬的电信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及配合市政建设，我
公司将进行网络优化升级及割接，期间可能会影响
您的业务使用与体验，具体影响时间及范围如下：
8
月 9 日 0-6 点影响五常、闲林街道用户，10 日 0-6 点
影响黄湖、鸬鸟、百丈镇用户，11 日 0-6 点影响仁和
街道、瓶窑镇用户，14 日 0-6 点影响仁和、良渚街道
用户，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有任何问
题，
请致电客户经理或拔打客服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区分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扫码下载
“看余杭”APP
首页-政务服务-遗失公告
自助办理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关于开展余杭街道新建社区选民登记工作的公告
各位居民：
根据余杭街道新建社区组织选举工作日程
安排，余杭街道云轩社区、毓溪社区、锦银社区、
凤阳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现已全面开展，
2022 年 8 月 27 日已确定为居民委员会选举日。
为保障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确保选举工
作圆满完成，请年满十八周岁（2004 年 8 月 26 日
24 时前出生）符合选民资格的居民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到所在地的社区进行资格确认、审

核、登记，每一选民只能在一地登记，对确认资格
的选民，发放选民证。未在规定期限内登记、未
确认参加选举的居民将不计算在本届选民数
内。如有不明事项，请联系余杭街道新建社区组
织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057188775267。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
新建社区组织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