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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上午， 深圳科技
企业柔宇科技在线举行了“2020
年柔宇技术大会暨战略合作伙
伴签约仪式”。此次大会以“柔性
视界 折叠未来”为主题，展示了
全新升级的柔宇第三代蝉翼全
柔性屏，并与中兴通讯举行了战
略合作签约，向中兴提供柔性显
示技术解决方案，双方将携手推
动 5G 时代全柔性屏在智能终
端等领域的快速普及和应用。

技术升级 弯折更可靠
柔宇科技董事长兼 CEO

刘自鸿在发布会上表示，不同于
传统“刚性”或者固定曲面柔性
屏的多晶硅（LTPS）技术来生产
制造全柔性屏，柔宇开创的超低
温 非 硅 制 程 集 成 技 术
（ULT-NSSP） 由于采用不同材
料体系和不同制程工艺，整体生
产流程大为简化，设备投资成本
大幅降低，良率显著提高，产品
弯折可靠性极强。 此外，柔宇还
针对自身屏幕技术特点，自主研
发了显示电路及显示驱动系统。
当天亮相的第三代蝉翼全柔性
屏针对目前全柔性屏应用中的
折痕、滑移、弯折后显示失效等
主要痛点，在可靠性、显示性能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技术升级。

刘自鸿透露， 目前第三代

蝉翼全柔性屏已经进入量产阶
段。 除了智能移动设备外，柔宇
正积极致力于将柔性显示技术
应用在智能交通、 文娱传媒、智
能家居、运动时尚、办公教育等
多个行业。 当天的发布会上，刘
自鸿展示了丰富的“柔性 +”案
例：与路易·威登合作，由全柔性
屏制成的柔性面料出现在了模
特儿的手提包上，可以实时变幻
酷炫画面。

新款手机 折后更纤薄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终端

事业部总裁徐锋介绍道，作为国
内首家推出折叠手机的厂商，中
兴和柔宇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
同探索柔性显示技术在终端领
域的创新应用，为用户带来全新
升级的产品体验。

直播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展开
后的 FlexPai·2� 拥有约 8� 英
寸 4:3� 超大全柔性屏， 而折叠
后也比一代产品更加纤薄美观。

作为全球率先推出 0.01 毫
米最薄彩色全柔性显示屏的科
技企业，柔宇科技此前曾经发布
过一款可折叠屏手机 FlexPai
柔派手机，官方售价为 8999 元，
采用了 7.8 英寸的可折叠屏（柔
性屏 ）， 其发布时间早于国内的
主要手机厂商。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诚、通
讯员佛公宣报道： 骗子以疫情作
为切入口进行包装， 冒充疫情专
案组工作人员诈骗， 让人们防不
胜防。近日，佛山一事主就被诈骗
了 298 万余元。

假警官发来“拘捕
令”行骗

3 月 17 日早上 9 时许，事主
叶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个自称

“北京疫情专案组”工作人员的电
话。 不久后，电话被转接，一名自
称是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陆

警官”接听了电话。对方严肃强硬
的语气一下子震慑住了叶女士。
按照对方的指示，叶女士加了“陆
警官” 的 QQ， 并在对方发来的
“刑事拘捕令”图片上看到了自己
的名字。此时，叶女士彻底相信自
己卷入了一宗重大案件。

对方表示， 叶女士与一宗重
大非法洗钱案有关， 随后对方又
发了一张“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
调查局经济犯罪调查科” 的犯罪
嫌疑人名单， 说叶女士与该名单
上的张××是同伙， 要核实其名
下账户信息是否涉案， 并要求叶
女士去酒店开一间房间进行联

系，且不能告诉第三人。急于洗清
嫌疑的叶女士马上带上了电脑在
附近的酒店开了一间房， 并添加
了对方另外一个 QQ， 之后叶女
士进入该 QQ 发过来的网址，看
到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界面，并按对方的
指引在网页上看到了其身份证照
片和涉嫌贩卖口罩的罪名。

5 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刑拘

接着，对方说要查询叶女士账
号里面的钱是否与诈骗团伙有关。

处于慌乱中的叶女士无暇思考，在
网站上悉数填入了银行卡账号密
码后， 按照对方要求插入 U 盾,盖
上手提电脑,等待对方处理。 而此
时，诈骗分子正通过远程控制叶女
士的电脑，进行转账操作。

15 时许,对方说要先将叶女
士名下的资金冻结， 并建议其将
手机上的贷款软件全部提现出来
到银行账户一并冻结。 叶女士听
从对方指引, 用自己手机上的贷
款软件将额度全部贷款出来。 16
时许， 对方让叶女士办理退房手
续离开。

叶女士回到家中将事情告诉

了亲人， 他们说叶女士肯定被人
诈骗了。叶女士恍然大悟，火速赶
往银行查询账户流水, 发现被人
转走了 298 万多元，随后报警。

3 月 19 日至 20 日，佛山公安
在各部门的支持下，辗转东莞、广
州等地， 捣毁冒充公检法诈骗窝
点一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缴
获涉案手机 8 台、 手机卡 400 多
张及路由器等工具一批。 经初步
审查， 该团伙交代了冒充公检法
诈骗 298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目
前， 五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的审查、追
赃及深挖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摄影
报道：在深圳，买口罩可以像下
楼买饮料一样轻松。一款口罩智
能管理系统出现在深圳南山的
一些社区、写字楼，市民用手机
扫码即可自助购买口罩 （见上
图）。 通过口罩智能投放箱，市
民扫码投递使用完的口罩，还能
获得下次购买口罩的优惠奖励。
据开发方、深圳市耀蓝科技有限
公司介绍，其研发的“口罩智能
管理系统” 能够实现从口罩销
售、投放全流程管理。

耀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惠琳表示， 基于云计算 + 物
联网技术的“口罩智能管理系
统”包括口罩智能售卖机和口罩
智能投放箱，软件包括市民可使
用的小程序以及后台管理系统。
口罩智能售卖机显示屏内有二
维码，用户通过小程序扫码即可
进行注册和购买。售卖机内存放
的均是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由
符合资质的厂商专供。售卖机还
具有 GPS 定位功能， 用户可通
过小程序搜索附近的售卖机。

为了避免废弃口罩成为二
次感染源，耀蓝科技同时开发了
具备及时消毒杀菌功能的口罩
智能投放箱。后台的智能管理系
统能够关联用户的购买和回收
信息， 并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实
现使用者行为画像和口罩使用
分布和轨迹跟踪。开发人员介绍
说，这些信息可以为市场预测和
产能安排提供决策辅助。在投放
箱丢弃口罩的市民还能获得一
份购买口罩的优惠券。

目前，这些售卖、投放设备
是免费提供给社区、医院、办公
楼、学校等人流密集场所。

深圳市城管局发布疫情防控垃圾分类常识

健康人群废弃口罩
直接投入“其他垃圾”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疫情之下，口罩、手套、消毒湿
巾、消毒液、酒精喷雾使用频率越
来越高，这些因疫情产生的、可能
携带细菌和病毒的特殊垃圾应该
如何正确分类？近日，深圳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疫情防控
深圳市民必须知道的垃圾分类常
识，指导居民正确分类。

深圳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
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
垃圾四大类。对于废弃口罩分三
类分别处理，其中，健康人群使
用后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的要求， 可直接投入“其他垃
圾”桶，或丢入标有“废弃口罩
收集桶”； 对于有咳嗽、 发热等
症状的人，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
人， 将废弃口罩丢入垃圾袋，再
用消毒液撒至口罩上，如无消毒
液可使用密封袋或保鲜袋，将废
弃口罩密封后丢入“其他垃圾”

桶；对于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应在就诊
或接受调查处置时，将使用过的
口罩作为感染性医疗废弃物进
行收集处置。 在家中、公司上班
期间使用的纸巾、湿巾、家用一
次性手套均属于其他垃圾。空洗
手液瓶、酒精液瓶、消毒液瓶在
未被污染的情况下，均属于可回
收物，但在投放时，要保障瓶内
应无残留液体。

据了解，此前，深圳城管局
针对废弃口罩的回收处理已制
定相关收运处置指引， 并设置
12176 个专用收集桶。 废弃口罩
在收运环节经层层消毒后，最终
将进入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理。废
弃口罩采用密闭容器进行收集，
大部分街道都是专人专车做好
消毒防疫和清运。 此外，对于居
家医学观察人员的生活垃圾不
分类，均予以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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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其实都是吃货，尽
管餐饮业受到营业时间影响 ，
受到信心不足影响，但我想‘吃
货’这颗躁动的心，始终是按捺
不住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福
田区区长黄伟说，为了迎接“后
疫情时代” 促进餐饮行业发展
的准备，福田区将着力打好“四
张牌”。 比如，推出“福田自然风
健康消费专区”，为了避免堂食
人员聚集的问题， 福田区出台
户外营销场所工作指引， 在全
区 10 个街道选定条件成熟、可
集中设置户外消费的区域作为
健康消费专区 ， 鼓励咖啡 、奶
茶、甜品、酒吧等轻食餐饮类商
家开展户外营销， 打造十大自
然风健康消费专区， 让市民朋
友们一边吹着春夏自然风 ，一
边享用美食，既有生活品质，又
能保证健康。 另外，福田区采取

政府引导与商家促销相结合方
式， 根据中心区不同商圈的特
点，开展“福田春夏欢乐 GO”系
列活动，安排 3000 万元 ，直接
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给市
民，涵盖餐饮、体育、图书、旅游
等各项消费内容，用真金白银、
真心实意，拉动消费热情、提振
消费信心。

为辖区现场“代言 ”和“带
货”的，还有龙华区区长王卫，他
表示， 为了进一步激活消费市
场、提振消费信心，让市民走出
来，让消费旺起来，龙华区制定
商贸业促消费系列措施， 拿出
5000 万代金券给广大市民。“借
这个机会，欢迎大家到龙华区消
费 ， 也欢迎大家到龙华买汽
车。 ”王卫说，“我们的汽车补贴
从 2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以
后我们可能还会再提升。 ”

骗子自称“疫情专案组” 佛山一市民被骗近 300 万元

福田送3000万元电子券
龙华送5000万元电子券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深圳四区长为辖区激情代言“带货”，并拿出
“真金白银”刺激消费

据南山区区长黄湘岳介
绍，在复工复产第一天 （2 月 10
日 ），中兴通讯、腾讯、大疆等龙
头企业已全部开工，乐普、华盛
昌等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民生供
给企业也早已复工。 截至 3 月
24 日，全区复工企业 44634 家，
复工人数 931059 人。工业、服务
业、 批零业百强均已全部复工，
7548 家“四上企业” 复工率达
99.30%。

作为产业大区， 宝安区针
对性提出“撑企十条”，保障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宝安
区 3685 家规模以上企业、403
个在建工地 100%复工复产。 通
过金融超市，宝安区已经给 303
家企业提供了 47 亿元融资贷
款，给到的通过租金贷、抗疫贷

减低融资贷款达到 17 亿元，给
企业进一步减少压力。

龙华区区长王卫介绍，该区
把原材料、口罩机、防护服等全
产业链生产线组建起来，既满足
了本区防疫需求，也为市里提供
了 3 亿只口罩生产的原材料。 另
外，龙华区企业稳健医疗一个多
月累计向社会紧急交付 1 亿多
只口罩、11 万多件防护服。 针对
口罩生产机“一机难求”的局面，
龙华区组织辖区企业诺峰光电
与稳健医疗共同研发攻关、快速
转产口罩机。 目前，诺峰光电已
向稳健医疗等 59 家企业发货
153 台全自动口罩生产设备，成
为全市交付速度最快、 数量最
多、质量最好的口罩生产设备的
生产商之一。

抓生产 各区复产显神通

促消费 买汽车可享补贴

柔宇科技发布第三代蝉翼全柔性屏，并
与中兴通讯签约合作

新国产5G折叠屏手机来了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口罩智能管理系统现身深圳南山街头

扫码自助买口罩
自助回收有奖励

深茂铁路深江段今年动工

根据省教育厅确定时间
先安排高三初三学生返校

深茂铁路示意图

珠江口隧道工程将于6月30日前开工建设；新建正线长116.1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建设总工期为5.5年

深深圳圳下下发发《《关关于于做做好好中中小小学学幼幼儿儿园园 22002200 年年春春季季学学期期开开学学准准备备工工作作的的通通知知》》

�� 停停课课不不停停学学。。图图为为佛佛山山东东鄱鄱小小学学的的学学生生在在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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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
报道：记者 25 日从深圳市交通
局获悉， 深茂铁路深江段珠江
口隧道工程将于今年开工建
设。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深江
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开工建设，目前
项目的初步设计最后调整和施
工图设计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
开展。 新建正线长 116.1 公里，
设计时速 250 公里。

3 月 18 日，《新建深圳至江
门铁路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招标
公告》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正式发布。 招标公告内容显
示，深圳至江门铁路可研报告已
于 3 月 7 日获国铁集团、广东省
人民政府（铁发改函 〔2020〕77 号
文 ）联合批复，项目计划建设总
工期为 5.5 年。

根据招标公告， 深圳至江
门铁路线路设计时速 250km。

西丽至南沙段全线设西丽、深圳
机场 、东莞滨海湾 、南沙 、中山
北、横栏、江门等 7 座车站。其中
江门站为既有车站。 公示显示，
深茂铁路在深圳内设置西丽站
和深圳机场站。 西丽站为始发
站， 利用赣深客专新建地下站，
设计为 12 座站台 、24 条线路。
深江铁路新建线路自深圳枢纽
西丽站引出，向西以隧道经深圳
机场后经东莞市，在虎门镇以隧
道下穿珠江口， 经广州市南沙
区、中山市、江门市至深茂铁路
江门站。

新建正线长 116.1 公里，其
中桥梁 70.2 公里， 隧道 43.8 公
里，桥隧比 98%。

深茂铁路整体位于大湾区
中心，东起深圳，中段经由南沙、
中山沟通珠澳， 西至江门枢纽，
在江门枢纽组合衔接多条高铁，
辐射粤西海南及西南广大片区。

随着防疫形势的好转，深圳各区目前已经按下了
复工复产的快进键。在 3 月 25 日下午举行的各区复
工复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福田、南山、宝安、龙华 4
区的区长一改以往的发言模式，
激情四射地分别为各自的辖区
现场“代言”和“带货”，其中两位
区长更是送出 8000 万的电子
券刺激消费。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
报道：25 日晚， 深圳市教育局
与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
合下发《关于做好中小学幼儿
园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要求各单位把开学各项
准备工作抓实抓细，确保师生
返校平稳有序 ， 坚持底线思
维 ， 严防发生校园聚集性疫
情，全力确保开学安全。

任何学校不得提
前开学

《通知》指出，校园疫情防
控要坚持“外严防输入、内严
防扩散”的原则，开学前，各学
校要做好各项准备措施。 全覆
盖、无遗漏、精准掌握每位教
职员工和学生的居住地、假期
出行轨迹及返校前 14 天健康
状况，坚决堵塞任何疫情传播
漏洞。

《通知》要求，各校要制定
返校方案， 省教育厅确定高
三、初三开学时间后，各学校
按规定先安排高三、初三学生
返校；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确
定其他阶段开学时间后，各学
校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其他阶
段学生返校方案。 任何学校不
得提前开学。

师生员工按分类
安排返校

与此同时，《通知》还要求
做好分类安排返校的工作：师
生员工返校前 14 天内未到过
疫情高风险地区 （境内外 ），
健康状况良好，可由学校通知
返校 。 湖北地区 （除武汉 市
外 ）返深的人员，持有健康绿
码且健康状况良好，或虽未持
有健康绿码，但返深后已完成
规定隔离期限且健康状况良
好的，可由学校通知返校。 目
前尚在武汉市人员的返深事
宜， 按照上级最新规定执行。
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的人员， 在 14 天隔离
医学观察期满后，凭有关部门
出具的 《解除医学观察告知
书》返校。

另外， 新冠肺炎出院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 （指携带病
毒 、具有传染性 ，但没有出现
临床症状者 ），出院后需隔离
14 天且经过医学观察无阳性
结果，凭有关部门出具的《出
院小结》和《解除医学观察告
知书》，到学校校医室复核确
认登记后， 方可返校 。 有发
热、干咳、气促等呼吸道症状
的人员 ， 经医院确诊非新冠
肺炎患者的， 在疾病治愈后
凭医院诊断证明到学校校医
室复核确认登记后， 方可返
校。

教育局强调， 学校应在开
学前 2 天收集所有师生《健康
信息申报卡》，确定返校名单，
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不符
合返校条件的师生，要求其暂
不返校。

校园封闭管理暂
停对外开放

开学后《通知》则要求加强
健康检测、 防控管理、 卫生整
治、宣传教育、教学衔接以及师
生关爱等工作。 学生入校前应
在家长指引下做好健康自查，
凡是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并向班主任请假，报告
病因等真实信息； 教职工返校
前也应做好健康自查。

而在防控管理方面， 校园
实行封闭式管理，暂停对外开
放，校外无关人员和车辆不准
进入校园，快递、投递等一律
实行无接触配送，禁止外卖进
入校园。 不组织校内大型集体
活动，不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校
外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