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刘其尧是成都塑料研
究所一名普通职工，丈夫在成都电
力机械厂工作。一次，从国外归来
的同事带回了一些“稀罕物”——彩
电、冰箱、洗衣机等，让她看着很是
羡慕。

当时一台冰箱四五百元，夫妻
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两百多
元，购买冰箱，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笔
开支。于是夫妻俩省吃俭用，于
1982年国庆节“喜提”冰箱一台。

“我们住的单位宿舍当时有三四
千人，只有不超过十台冰箱。”刘其尧
回忆，把冰箱搬上楼时，很多邻居来
围观，都夸冰箱不错。

刘其尧说，买冰箱时，女儿还在
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女儿经常头天
晚上把糖水放在冰隔板里冻着，第
二天放学带小伙伴到家里吃冰块
儿。逢年过节，刘其尧常在前一天
就把菜烧好，第二天像变戏法一样，
把菜加热后就端上桌，一家人幸福
满满。

“这台冰箱质量好得很，现在还
能用。”刘其尧说，36年间，这台冰箱
只有一次因不制冷返厂维修，之后
再没出过任何毛病。“当时的厂家很
讲信用！”

虽然今年家里换了新冰箱，但
刘其尧还是把这个“老伙计”清理得
干干净净，没舍得扔。她说，这台冰
箱承载了她太多的感情和回忆。

改革开放40年来，刘其尧见证
了社会生活的变迁，“最初是‘三转
一响’，也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

车、收音机；后来是“三大件”——冰
箱、彩电、洗衣机，到现在什么都有
了，生活真的越来越好了。”

不久前，她在报纸上看到征集
“老物件”，便决定将这台冰箱捐赠
给“改革开放 见证四川四十年”展
览。“我最希望的就是给我家的宝贝
找一个好归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曹菲 实习生 高丽

（上接01版）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
力。我们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发挥人工智能作
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培育具有重大引
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
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
能经济形态。要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
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
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以人工
智能技术推动各产业变革，在中高端消费、创
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
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
能。要推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形成适应智能经
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
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
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
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抓住
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难点，加强人工智能
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住房、交通、助残养
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智能服
务体系。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
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
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
准预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在
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生态领域人
工智能运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
社会治理水平。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
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
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
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各级领导
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智
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
支持，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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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风险
“身世可疑”一念间，
每天终究要吃饭

以“中式快餐四巨头”之一的黄
焖鸡米饭为例，靠着量大价低，它成
为许多年轻人外卖的首选。今年刚
毕业的李岩岩，号称“黄焖鸡百科”。
他熟知哪家的量最大，哪家的味道最
好。但如果问他，哪家的原料最可
靠，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每天，都有无数的食材进入市
场、进入餐厅、进入我们的胃，但它们
是从何而来？是否可靠？恐怕商家
与食客，都说不清楚。

古有银针试毒，如今我们可否通
过物联网等技术，对食物的生产和运
输过程溯源，降低我们舌尖上的风险？

自报家门的鸡，
身世明明白白
物联网，
让万物开口说话

19年前，“物联网”的概念被提
出，而今它即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改
变。

物联网基于信息传感设备，实时
采集物体或过程信息，通过物与物、
物与人的网络连接，实现智能化识别
和管理。通俗点儿说，就是通过传感
器实现物体的数字化，让万物都能

“开口说话”。
以一只鸡为例，运用物联网技术

的养鸡场，可以为每只鸡建立专属档
案，实时记录它们的运动状况、进食
情况和身体特征，让它们的身世明明
白白。

让大米，
带着阳光土壤的消息
吃进肚里的饭，
营养如何看得见

每年，中国粮食消费量在12800

亿斤至12900亿斤之间，在这样的
巨大需求之下，粮食的质量如何控
制？

农业物联网，可以监测农作物生
长环境中的温度、湿度、pH值、光照
强度、土壤养分、二氧化碳浓度等参
数，通过自动控制系统，确保农作物
拥有最佳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产量
和品质。

华为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建
立“农业物联网全球联合创新中心”，
建立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支
撑的智慧农业平台。

通过“要素物联网系统”，对光
照、温度、盐碱度等信息进行收集，并
传送到华为云端大数据中心，通过人
工智能系统和专家诊断，提供靶向药
品、定向施肥，对盐碱地进行“四维改
良”，让盐碱地上也能生长出高品质
的大米。

路过多少山川湖海，
来到厨房？
食材的前半生，
扫码就知道

从农场到餐桌，食品原料要经历
预加工、检疫检验、冷链运输、烹饪等
环节。让整个流程可追溯，同样离不
开物联网的应用。

当鸡肉进入冷链物流环节，
物联网能够对冷运车实时定位，
掌握货物到了哪；还可以对食材
状态进行监控，确保在运输中能
被妥善管理。同时，通过在线调
度和配送可视化，实现货物的定
制化配送。

物联网让整条食品制造链上下
游信息可被随时记录，随时调取。让
用户放心溯源，放心吃饭。

物联网，
给食品一张身份证
食品安全看得见，
吃得明白也安心

相信有一天，随着物联网在养殖
业和农业中的深度应用，以及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当李岩岩照
常点一份外卖，用手机一扫，就能知
道关于这份黄焖鸡米饭的全部信息，
确保入口的食物绝对安全。

而售出这份外卖的商家，不仅能
通过物联网管理原料供应商、原料库
存状况、外卖平台订单，更能通过实
时反馈的大数据了解用户偏好，在商
业竞争中拔得头筹。

借助物联网技术，智慧畜牧业、
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已逐步改变我们
的工作和生活。万物感知、万物互
联、万物智能的时代，近在眼前。

华为十问AI商用：
这碗黄焖鸡米饭，是哪里的鸡，怎样的米？

据统计，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下，44%的年轻人有八成以上的
餐食通过外卖解决，有19%的人甚至只会在外吃饭。可是，餐馆
里的食物，真的让人放心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雷远东）10
月31日傍晚，一声清脆的火车汽笛鸣响，一列
满载着50个海运集装箱，共计25辆集装箱平
车专列的列车，从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站缓缓
驶出，开往广州市黄浦区。

该趟班列满载着四川生产的化工类产品，
将于发车后经铁路、海运，最终抵达东南亚的
帕西古当、泗水、巴生、雅加达等地，标志着成
都—广州港海铁联运班列在蓉成功发运。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成都港投集团”）、广州港物流有限公司、新
海丰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共建“蓉穗”铁海通道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到“成都—广州港海铁联

运班列”的首发，成都港投集团通过建立完善
多方合作机制，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
四川与粤港澳三地互动，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的建设合作；通过积极谋划和推动南向大通
道建设，发挥中欧班列（成都）引领带动作用，
助力四川省委省政府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成都—广州港海铁联运班列的成功首发
为今后成都—广州港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奠定
了良好基础。通过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联动广
西、广东等沿海口岸，成都港投集团将进一步
建立通过成都国际铁路港和广州港衔接欧亚
和东盟的全物流体系。

统一身份认证
避免材料重复提交

明年6月底前，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省级部
门全接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
怡）10月31日，四川省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操作培训会在成都
举行，全省50多个省直部门、21
个市（州）分管一体化平台建设
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作为四川省近年大力推进
的民生工程任务，一体化平台
去年12月上线，经优化改进后，
今年8月1日，平台2.0版本再次
上线。一系列便民服务与省直
部门的业务系统接入平台，让
办理流程更加简化，市民办理
业务更加方便。

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并联审批服务
处副处长罗定兰告诉记者，目
前省内共有50多个省级部门，
其中40多个都有独立业务系
统，受理群众各类高频热点服
务事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
完成了14个省级部门业务系统
与平台的接入。”

“目前，一体化平台已经公布
了150余项数据接口标准给相关
部门。”罗定兰表示，按照预期计
划，在明年6月底前，50多个省级
部门与全省21个市（州）的业务
系统要统一接入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到2020年底，将实现省
市县乡村五级“互联网+政务服
务”全覆盖。

据介绍，已升级的2.0一体化
系统目前可满足9000万用户的
在线访问，同时容纳20万工作人
员在线受理群众的办事申请，并
引入电子证照、电子表单等成熟
功能模块，解决了申请人重复多
次提交办事材料的问题。

此外，本次版本升级，还进一
步优化了群众统一认证的繁琐。
罗定兰解释，以前申请人要登录
不同的业务系统，需要多个账号
登录不同地址，统一身份认证后，
申请人只需要一个账号，一次登
录四川政务服务网站，就可办理
平台内所有部门的政务服务事
项。

“也就是说，等一体化服务平
台建设成熟后，群众只需要一个
账号，就能在线办理省内所有已
对接部门的相关业务。”罗定兰
说。

最近，社交网络出现了一股晒父母年轻
时照片的清流。除了那一张张纯天然、无“防
腐剂”的精致面容，父母们的穿着同样令人惊
艳。高腰裤、垫肩西装、吊带裙、露脐装……
与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父辈的穿着并不沉
闷，相反有着媲美当下的大胆、前卫。事实
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服装潮流几经变迁，
是时代变换最直观的元素，一定程度上也是
改革开放成果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时尚率先与世界接轨，人们
走出“灰、白、蓝”三色与中山装的禁锢，开始
乐于接受各种色彩与款式。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喇叭裤风靡一
时；80年代，蝙蝠衫、棒针衫、滑雪衫轮番登
场，女性穿上艳丽的裙装走上街头，整体造型
强调合体廓形和腰线，轻薄、半透明的丝绸也
是常用面料。

进入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服饰的品位，并更加突出
个性。尤其是女性服饰，无论是色彩还是面
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90年代后
期，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使服装样式更加开放，
国外发达国家常见的“露背装”“低胸衣”也渐
渐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露出香肩、美背，是
许多现代都市女性追求的性感风情，人们也
更加重视自己的身材塑造。

进入21世纪，人们在穿衣打扮上风格更
为多变。不同场景、不同氛围，都有各式各样

的搭配。除了国内经典品牌在市场上再次回
温，国际时装品牌、高端定制、手工制作、互联
网电商等多样化的商品供应渠道，让人们拥
有更多选择。

作为子女，你是否见过父母的惊艳照片
并被他们的穿着所吸引呢？若你曾经历40
年时尚轮回，是否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的衣物
配饰？无论是蛤蟆镜、花衬衫、喇叭裤，还是
健美裤、蝙蝠衫、水手帽、飞行员皮衣……快
来看展览一饱眼福！

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联合主办“改
革开放 见证四川四十年”展览，以反映改革
开放40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戴竺芯
摄影 刘陈平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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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服装见证时代变迁
20年前有多时髦？快来看老照片！

拥抱粤港澳大湾区
成都-广州港海铁联运班列首发

1994年，成都红星路三段着短裙的时髦女郎。

20多年前，衣着大胆前卫的成都妹子。

成都-广州港海铁联运班列首发。

陪伴家人36年的冰箱
承载太多感情和回忆

刘其尧今年71岁，几十年来，她搬过好几次家，但是家中的
一个“老伙计”却一直舍不得扔。那是一台购于1982的白云牌
冰箱。“它就像忠实的老仆人，守护我们一家36年。”

1982年购买的冰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