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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
国 铁 路 西 安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安 康 供
电 段 党 委 组
织 党 员 骨 干
对班组空调、
暖气、水龙头
等设备逐台逐
件进行检修，
并及时将冬季
劳保用品发放
到职工手中，
确保职工温暖
过冬。

段增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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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科技与哲学的“跨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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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静）11月 12日，首届西
部职业教育论坛媒体通气会在陕西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举行，该院副院长杨雪峰介绍
了论坛有关情况。

首届西部职业教育论坛由陕西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共同发起，邀请西部其他九省
区代表参加。论坛将于 11月 16日至 17日在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举行，预计将有400人参
加论坛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贯彻职教 20条，构建
校企命运共同体。通过搭建校企交流对话
平台，建立起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工作交流机制，从理念、措施、途径上引
导支持广大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西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更好地服
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

据了解，本届论坛将分为听取教育部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领导的主旨报告，
陕、川、渝职业教育专家专题报告，政府、行
业、企业、研究机构、职业院校对话交流活
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功的案
例分享，技术能手和劳动模范传承工匠精
神，“1+X”证书制度试点分论坛研讨交流，以
及展示近年来陕、川、渝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成果七个板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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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 11月11日，农业农村部部
长韩长赋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要全力恢复生猪生产，督促各地严格落
实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推动已出台政策尽
快落地见效，加强生猪生产监测预警和形势研判，多方
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努力促进禽肉、牛羊肉、水产品等猪
肉替代品生产。

会议还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非洲猪瘟防控，严格
落实执行各项有效防控措施，确保疫情不反弹。要抓好
秋冬种和防灾减灾，夯实明年夏季粮油丰收基础。要抓
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和秋粮收购、“菜篮子”产品
生产供应等工作。

农业农村部：全力恢复生猪生产

据新华社电 11月11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
理局正式挂牌，并向大熊猫国家公园太白山、长青、佛
坪、周至、宁太管理分局授牌，标志着陕西省大熊猫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全新阶段。

据陕西省林业局负责人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
秦岭区总面积43.86万公顷，囊括了秦岭70%以上的大熊
猫栖息地。区域涉及西安、宝鸡、汉中、安康4市8县的19
个乡镇，分布大熊猫298只，包括12个自然保护区、2个森
林公园、2个水利风景区、3个省属林业局、16个林场。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与省林业局合署办
公，实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省政府双重领导，以省政
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下设5个分局，并科学合理设
置基层管理站和管护点。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挂牌

1 微软新坐标项目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西安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 丝绸之路风情街中央文化商务区项目 西安大唐西市实业有限公司

4 西安市地铁临潼线（9号线）一期工程TJSG3标项目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5 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扩产项目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6 沣惠渠生态廊道项目 西安高新区市政配套建设有限公司

7 隆基5GW单晶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西安经发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

8 FCLGA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和先进生物识别模组产业化项目
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9 西安曲江文创中心项目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0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表面处理中心PPP项目
西安航空基地管委会

11 泰航航天丝路科学园项目 西安泰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西安广汇城千亿级企业总部及配套项目
西安广汇汽车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3 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项目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西安邮区中心局

14 西安市2019-2022学校建设项目工程（430所） 西安市劳竞委

15 金沙江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工程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16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厂区总体规划改造提升项目
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

17 陕汽宝鸡工厂迁建项目 宝鸡市蔡家坡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8 九龙山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陕西九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9 宝鸡阳平铁路物流基地项目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宝鸡市钛谷渭河大桥工程项目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

21 CEC·咸阳G8.6液晶面板项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2 导弹发动机壳体加工技术科技创新项目 陕西华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23 武功县再生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 陕西昊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4 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宜君县天兴250MWp光伏发电项目
宜君县天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25 陕西达美600万只汽车轮毂项目
陕西达美轮毂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酵素城核心示范区建设项目 中国酵素城产业办公室

27 华能渭南热电联产（2X350MW）机组工程项目
华能陕西渭南热电有限公司

28 渭河综合廊桥建设工程（渭南市城市供水跨渭河工程）
渭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 果园管理技能提升项目 白水县总工会

30 延长油田伴生气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31 延安天然林保护工程项目 延安市林业局

32 延安苹果产业后整理建设工程项目 延安各县区果业局

33 延安河流水体达标工程项目 延安市水务集团

34 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建设项目 延安大剧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5 延安国际会议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 陕西荣民控股集团

36 榆林榆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旅客航站楼等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7 榆林市“三馆”（博物馆、图书馆、规划展览馆）建设项目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 榆林市会展中心、体育中心项目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9 天汉大剧院建设项目 汉中市滨江新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0 汉中兴汉新区汉文化博览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1 美康源高端医学保健颐养项目
汉中美康颐养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2 汉中市一江两岸滨水生态公园建设项目
汉中市一江两岸开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43 汉江白河（夹河）水电站项目 中广核汉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44 陕西安康机场迁建项目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有限公司

45 “点亮工程+甜蜜产业”助力脱贫攻坚项目 安康市总工会

46 手工编织产业助力脱贫攻坚项目 汉阴县总工会

47 陕西镇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
陕西镇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48 “甜蜜产业+社区工厂”助力脱贫攻坚项目 商洛市总工会

49 AG600水陆两栖飞机、C919大型客机试飞项目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50 陕南中草药种植加工产业扶贫暨物流交易园区项目
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

51 大直径铜箔装备阴极辊研发项目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2 新型涡桨支线飞机项目研制项目 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3 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建设项目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统万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5 延安黄帝陵文化园区建设项目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6 陕西省智慧旅游综合平台项目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7 旬阳卷烟厂整体技术改造项目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58 安康至岚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陕西省高速集团

59 西乡至镇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陕西省高速集团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60 湫坡头（陕甘界）至旬邑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陕西省交通集团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路桥集团

61 子长至姚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陕西省交通集团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路桥集团

62 平利至镇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陕西省交通集团

63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项目 陕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64 310国道华阴至渭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渭南市交通运输局

65 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66 黄金峡水利枢纽及秦岭隧洞黄三段工程项目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67 东庄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68 延安黄河引水工程项目 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9 咸阳市彬长矿区输配水工程项目 咸阳市亭口水库工程建设处

70 汉江白河县城防洪工程项目 白河县水利局

71 永寿精品酒店暨农副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项目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2 引汉济渭调水工程项目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73 节能与新能源商用车制动系统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用钛合金载人舱研制项目
陕西有色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75 袁大滩煤矿建设项目 陕煤集团陕北矿业公司

76 世界一流密集千万吨智慧化矿井群建设项目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

77 蒙华铁路330千伏供电工程项目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78 全省居民用户电表改造工程项目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79 上古天然气处理总厂工程建设项目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80 陇东油区“千万吨级油气生基地”建设项目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81 陕北大气田天然气生产测井保障项目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82 西安地铁五号线TJSG-11标项目 中铁一局城轨公司

83 西法（北线）城际铁路项目 中铁一局四公司

84 吉利配套零部件生产基地B地块项目 中建八局西北分公司

85 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项目 中建八局西北分公司

86 国道210延安至安塞改扩建工程项目 中铁十八局五公司

87 杨凌LNG扩能工程项目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88 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PPP项目（I标段）
中建西北区域总部（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9 幸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
中建西北区域总部（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0 西安至十堰高铁勘察设计项目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91 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科创基地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2 延安大学新校区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3 西安绿城全运村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4 三星（中国）半导体12英寸闪存芯片二期FAB生产厂房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5 渭南市临渭区双创基地棚户区改造项目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6 延安万达文化旅游项目 中建二局二公司西北分公司

97 汉中兴汉新区汉文化博览园项目
中建七局四公司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8 西安市体育中心外围提升改善道路PPP项目（I标段）
中建五局三公司西北公司

99 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项目 中建三局西北公司

100 咸阳高新区西里柏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建一局西北分公司

101 西安地铁六号线TJSG-6标项目 中铁七局集团三公司

102 改建铁路阳安线增建第二线工程大岭铺至安康东直通线工程
YAZTS-2标段 中铁七局集团西铁工程公司

103 西安地铁14号线一期工程（北客站～贺韶村）1标段
中铁二十局集团五公司

104 西安护城河改造工程项目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105 西安市昆明路快速路工程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106 西安移动能源产业园工程项目 中建二局陕西分公司

107 西安站改扩建工程项目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108 浩吉铁路建设开通工程项目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109“一带一路”战略枢纽中欧班列项目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110 陕西航空物流枢纽航线建设项目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全省劳动竞赛重大项目名单（110项）

11月12日，咸阳市总工会、市妇联携手举办全市第
二届巾帼家政技能大赛，力推家政服务行业健康、有序、
快速发展。此次活动按家务料理、养老、母婴护理三大
类别分组参赛、实际操作，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静等
领导同志参加并颁奖。 张翟西滨 摄

人类能否把控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
是否将与人工智能一起携手进化向善？

同样的问题，在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眼
中，答案或许两样。近日，围绕人工智能和
技术伦理的现实交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展
开了一场讨论。

谈技术 人工智能的“普适性”增强

用传感器收集湿度、温度、光照度等数
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黄瓜的单位产
量，可以媲美有丰富经验的农业专家；用
人脸识别技术打拐寻人，可对人脸成长变
化进行模拟建模，帮助多年前走失的儿童
认亲……

近日，在由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
腾云峰会上，科学家与来自哲学、人文领
域的学者共同展望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

各行各业的趋势。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看来，“数字

故宫”就是在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技术更
好地落地于博物馆，与文物保护管理、传承
利用结合起来，让文化遗产跟越来越多的
人群建立联系。

“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可能创造
一个虚拟世界，供人类‘试错’。”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说，人工智
能有望让人类实现“在虚拟世界吃一堑、吃
多堑，在现实世界长一智”，通过实与虚两
个世界的平行秩序去创造未来。

谈发展 还远未达到真正的智能

在围棋、游戏领域，人工智能已经“碾
压”人类。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人工智能
如虎添翼，是否会超出人类控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的疑问，代
表了不少人的“焦虑”：“如果可能出现弗
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对待它，是不是现在就要采取一些防范
措施？”

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看来，大
众想象的“强人工智能”目前仍非常弱。

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张正友表
示，人工智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是把知
识转换成另一种知识，而真正的智能应该
超越知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去
解决问题。换言之，人工还远未产生真正
的智能。

谈伦理 用足够的智慧迎接新技术

相比科幻电影中的“终结者”，人工智
能带给人类社会的冲击，可能更早出现在

传统伦理方面。比如，公共治理领域该如
何应用智能技术。

“从伦理角度来说，如何给它设定一个
边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国平发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认
为，将智能技术用于公共治理领域，可以提
高社会运行效率、提高公众福祉，但也存在
智能治理沦为智能操控的危险，因而必须
运用技术治理理论来研究智能治理的基本
机制。

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段伟文提出，可以“有针对性的‘技术-伦
理’改进”作为破题之解。他表示，通过人
文学者与科技专家的对话，实现价值诉求
与技术需求之间的“转译”。“未来，人类和
机器都要相互理解对方的缺陷，并进行协
同进化，这样才能分担责任。”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