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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16日电 第三届世界智能
大会16日在天津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
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
国际知名企业家、业界领军人物和图灵奖获得
者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
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在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

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
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
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
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高度重视
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
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
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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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多云间阴，早晚有分散阵雨偏北风1-2级

5月 16日，作为“智能+智
慧+智库”的智媒体，封面新闻
也带着智媒体研究成果亮相四
川文创展区。

“多像一头鲸鱼/吐着大大
的气泡/骄傲地游过/既然你还
是那么无知/我再也不会言说/
但会把话记下/放进口袋里”，一
首名为《骄傲的鲸鱼》的诗，是机
器人小封在展台现场创作的。

来自甘肃的观众刘先生非
常惊讶，仅仅输入几个关键词，

小封已经脱口而出一首现代
诗。“看起来这么萌，结果有颗成
熟的心。”刘先生高兴地把这首
诗拍下来，分享朋友圈。

据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小
封是封面新闻编号240的正式
员工。目前，小封通过不断学
习数百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和数
十万首现代诗，已能够熟练运
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
技术，进行现代诗和古体诗的
写作。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在本次
文博会上，对“文博+传媒+文
旅+文创”的全新产业进行了全
方位展示，熊猫雕塑、熊猫玩偶、
熊猫丝巾、熊猫噗通杯子及杯
垫，笔记本、文件夹等熊猫系列
文具及文创品；三星堆、成都博
物馆等文博元素文创品吸引了
观众的目光。

其中，川报集团重点打造的
文化产业项目——西部文化产
业中心整体亮相。据介绍，城市
人文客厅、西部文化地标、文化
IP发源地为该项目三大定位，将
成为助力四川文旅深度融合大
发展的一大引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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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展示智媒体成果

观众体验“小封写诗”
感叹机器人“有颗成熟的心”

川报集团文创产品很“吸粉”

记者探馆
期5天的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16日在深圳会展中
心开幕，以“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为参展主题的四川展团也亮相本次文博会。
“三”是三星堆，“九”是九寨沟，“大”是大熊猫。四川展区面积501平方米，集中

展示了支撑文旅融合发展、文旅经济提质升级的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等“文化+”产品。
此次四川共推荐了28家企业、59个文化产业项目参展，全面展现四川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的最新成果和特色亮点。

为

四川秀出“文化+”特色产品

文化正在更加真切地影响和改
变着生活。

本届文博会共有2000多个政
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展，吸引了
来自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2.1
万余名海外展商前来参会、参展和
采购。四川展团也带着琳琅满目
的展品亮相本次文博会，泸州的非
遗代表油纸伞、自贡恐龙形象的蛋
壳雕、三星堆的 IP 文创……各种
独具四川特色的“文化+”产品颇
受关注。

在“成都礼物”区域，汇聚了来自
成都创意设计周的优秀文创作品。
熊猫形象的镭射背包、萌萌的贴纸、
还有反映成都民俗的特色明信片，成
为观众扎堆选购的热门产品。

四大特色IP自带“国际范儿”
在金沙博物馆展台前，“金沙太

阳神鸟”首饰套件、贵气十足的“青
瞳”首饰套件，还有让外地游客爱不
释手的“太阳神书签”“木质明信片”

“金沙邮票”……来自金沙遗址博物

馆的文创，吸引了不少外地观众。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取材于金沙

铜人形器的“呜噜噜”。“这件铜人形
器，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作为
文创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可变化
性，通过一个卡通形象做不同搭
配。”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创与营销部
负责人邱扬为这件文创取名为“呜
噜噜”，他笑言，那是因为铜人形器
本就有一个圆孔，想象风穿过的声
音，不就是“呜噜噜”的吗？

记者了解到，本次四川展团的
展示共分为四大板块，分别是：三
星堆IP板块、九寨沟IP板块、大熊
猫IP板块、市州IP板块，重点展示
近年四川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工
作思路、显著成绩、鲜明特色、突出
亮点，通过专题化、场景化、科技化
的手段和形式，重点展示具有代表
性和市场竞争力的文旅产品、文旅
项目、文旅园区（基地），关联展示
支撑文旅融合发展、文旅经济提质
升级的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等“文
化+”产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深圳报道

文博会四川馆吸
引众多观众观展。
四川日报记者
肖姗姗 摄

封面新闻带着智
媒体研究成果亮相
四川文创展区。
赖芳杰 摄

第十五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

四川59个文化产业项目亮相文博会
全面展现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和特色亮点

汶马高速与都汶高速无缝对接。从成都
出发，可一路通达至汶马高速桃坪收费站。
由于汶马高速此次建成的105公里分为了三
段，到马尔康的路程，需两次下高速再两次上
高速。其中，第二段、第三段之间，也就是从
古尔沟东收费站出，经317国道，到尽头寨左
收费站之间的路程，车辆比较拥堵。

为何短短100公里却分成了三段建成？
据四川交投汶马高速公司副总经理何成介
绍，汶马高速位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
的边缘地带，穿越了龙门山断裂带、米亚罗断
裂带、松岗断裂带三大断裂带，地质灾害频发，
且线路沿国道317线展布于阿坝州高山峡谷
中，施工条件艰苦，工程量巨大，十分难建。

目前尚未通车的两段中，桃坪到薛城段
的西山村，于2017年出现高位滑坡，原设计
线路不得不改线，并更改设计，将原部分桥梁
改为隧道，由“明”转“暗”，以确保安全；古尔

汶川至理县桃坪 17公里
理县薛城至古尔沟段 40公里
理县尽头寨至马尔康段 48公里

全长172公里的汶马高
速，先期建成的 105 公里已
经确定了试通车时间，全线
何时通车？5月16日，记者
走访四川交投汶马高速建设
现场得知，剩余路段建设顺
利，朝着2020年全线通车目
标推进。汶马高速的建成将
结束阿坝州州府马尔康不通
高速公路的历史，实现全省
21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全
部通高速公路。

本次分段通行的105公
里包含隧道 19 座，桥梁 65
座，其中特大桥梁 9 座，特
长隧道 7 座。全线建成通
车后，从成都绕城高速出
发，约 3.5 小时就可以到达
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市，较目
前时间缩短近一半。全长
8.8 公里的鹧鸪山隧道，通
过时间将比国道317线缩短
近30分钟。

理县马尔康进入“高速时代”

5月17日零点，
汶川到马尔康高速
公 路 已 建 成 路 段
105 公里开始试通
行，包括汶川至理县
桃坪 17 公里、理县
薛城至古尔沟段40
公里、理县尽头寨至
马尔康段 48 公里，
将理县、马尔康带入
了“高速时代”。

5月16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提前试跑了这三
段汶马高速。头顶
烈日，遥望雪山，脚
下的高速公路宽阔
平坦，105公里的三
段路程包含隧道19
座，桥梁65座，其中
特大桥梁9座，特长
隧道7座，不仅地势
多变，而且地质条件
复杂，施工难度极
大，不得不令人感
叹：真是一条神奇的
“新天路”。

沟到尽头寨段的狮子坪隧道是
全线控制性工程，原设计是两
个6公里短隧，因地质条件特别
复杂，后变更为一个13公里的
长隧。

建设难，还体现在地形的
逼仄上。由于地形所限，汶马
高速沿线好几处收费站都是单
向互通。比如，理县收费站就
就只供成都方向车辆上下。从
理县到马尔康方向，近期要从
薛城收费站上高速；待全线通
车后，可到就近的朴学收费站
上高速。

四川交投汶马高速公司理
县代表处业主代表孟楠说，理
县收费站左侧是一条河流，需
留足够的防洪通道便于泄洪；
右侧则是国道317线公路和山
体，无法拓宽。

钢丝网锁住飞石
以确保运营安全

从汶川向马尔康方向行
进，穿过汶马高速的第一个隧
道，即来到全国首座预应力钢
管混凝土桁梁桥、汶川克枯大

桥。大桥左侧，高高的山体尖
耸，不见树木、只有岩石的山
壁，近90度直角，被一张巨大的
钢丝网覆盖。

“这个边坡高近180米，刚
建大桥的时候，不断有飞石滚
落，我们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来处置。”汶马高速JL2监理部
总监杨平说。山壁陡峭，没有
公路，施工人员爬到山顶，放缆
绳吊在半空，将飞石逐一清理；
再在山壁上钉入数十根铆钉，
深入岩石内十余米，然后注浆
加固；最后再挂网，覆盖了5万
平方米左右的山壁。这张钢丝
网紧紧贴合在山壁上，孔与孔
之间的钢绳足有拇指粗。

杨平说，经过处置后，即使
有飞石滚落，也只会被“困”在
网内，滚到底部的落石沟，由专
人定时清理，不会危及高速公
路的运营安全。

在汶马高速全线，这样的
高边坡并不少，仅高度超过100
米的高边坡就有5处，汶马高速
公司投入了上亿元整治边坡，
以确保运营安全。

连接众多知名景点
沿途融入藏羌元素

浮云牧场、米亚罗、毕棚
沟、古尔沟……从汶川到马尔
康，不时可看到这些旅游景点的
指示牌，汶马高速可说是一条名
副其实的旅游之路。行进在汶
马高速公路上，也可体会到浓郁
的藏羌旅游风情。

汶川隧道——汶马高速全
线第一个隧道，其隧道口形似羌
寨碉楼，墙壁上绘有祥云图腾，
黄底红边的色彩极其抢眼，民族
特色浓厚。

理县收费站的造型独特，好
像一顶别致的帽子。孟楠介绍，
该收费站造型根据甘堡藏寨遗
留下的建筑风格打造。

何成介绍，汶马高速地处阿
坝州藏羌民族融合地区，在建设
时汶马高速公司就提出，要把汶
马高速打造成为“茶马藏羌风情
大道”，全线选取服务区、管养建
筑、洞门、桥梁护栏、隧道等装饰
施工上，有效融入藏羌民族特
色，让高速公路成为阿坝州“全
域旅游”的一个景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综合《川报观察》
摄影 刘陈平

汶马高速试通行路段

汶马高速全线将于
2020年通车
成都3.5小时到马尔康

新
闻
链
接

穿越三大断裂带
地质条件太复杂

汶马高速沿着国道317线穿越阿坝州的高山峡谷。

鹧鸪山隧道口。

隧道内部装饰融入了民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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