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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兵紅毯倡環保閱兵紅毯倡環保
4040萬廢膠樽製成萬廢膠樽製成
山東廠商採新着色技術 免印染更減污

建國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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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慶假期過半，社交網絡上持續充
盈並傳遞着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
祝活動的精美影像、精彩瞬間，其
背後氣象保障功不可沒。
當空中梯隊劃過天空，低空風切

變、雲量雲高直接關乎航行安全與
觀禮效果；10 萬多群眾參加遊
行、3萬多人觀禮，需要依據體感
溫度對高溫暴曬進行預報；煙花以
完美姿態綻放夜空，風力、風向預
報至關重要……科學考量氣象因
素，趨利避害呈現精彩，超大城市
綜合氣象觀測的科技成果在此獲得
呈現。

暴曬物品收集體感溫度
9月下旬的北京南郊觀象台。柏

油路、假髮、塑料椅、溫度傳感
器，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物品
為何被組合在了一起？原來，是預
報員在研究暴露在陽光下的物體表
面實際溫度與氣溫的差別。
隨着天氣形勢漸漸明朗，慶祝活
動當日出現降水的可能性已在9月
25日被排除，但高溫直曬成為慶
祝活動面臨的新問題。
北京市氣象局局長姚學祥要求預

報員在太陽底下體會被「烤」的感
覺，親歷氣溫與體感溫度的差異、
相對溫度的影響，發佈出專業且具
人性化的預報。
「考慮到觀禮群眾中的年邁老

人、年幼孩童，對高溫直曬的預
報，需要精細精準，貼近體感溫
度。」北京市氣象探測中心（北京
市觀象台）地面與高空觀測科科長
于永濤說。
9月下旬，于永濤和同事從6時
起，對百葉箱氣溫、室外暴曬下塑
料椅的椅面溫度、假髮溫度、柏油
馬路溫度等，進行5分鐘頻次的對
比觀測試驗，數據自動傳輸給氣象
服務指揮部。
「紫外線強，長時間暴曬易產生
灼熱等不適感」「燈光、人群聚集
處 體 感 溫 度 會 偏 高 2℃ 至
4℃」……觀測試驗的諸多結論，
為精細預報慶祝活動期間的氣溫、
體感溫度等提供定量依據。

立體逐風監測數值預報
燃放煙花，是聯歡活動的重要環

節。風的情況，則直接影響煙花能
否盡數燃放和燃放的效果。
煙花會在高空、中空或低空燃

放，但氣象預報中「風力、風向」
的概念指的僅僅是 10米以下的
「地面風」，不能滿足需求。除了
煙花，飛行表演、放飛鴿子與氣
球、現場人群的體感溫度，也無不
受到風的影響。
由此，北京市氣象局將風的預報

範圍擴展為高空垂直方向上的200
米、100米、50米、10米，4個不
同層次。
已從事28年預報工作的北京市
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張迎新介紹，利
用數值預報模式和天安門地區的測
風激光雷達數據，結合氣象理論，
可分析出垂直方向上述不同層次的
風力、風向。
位於正陽門的測風激光雷達，為

響應這一需求而設立。形如方盒的
它，雖不起眼，卻能將低至20米、高至800米的
風場變化盡收眼底。慶祝活動核心區域設有的6
個風場觀測站，則為風的觀測加上雙保險。
為預報員提供支撐的，除立體監測體系，還有

可覆蓋華北地區的數值模式預報系統「睿圖」。
其實況分析產品、預報產品水平分辨率分別可達
1公里、3公里，預報系統可實現10分鐘快速循
環更新。
據介紹，「睿圖」模式實時提供了0-72小時
北京地區（特別是天安門地區）10米風場、氣
溫、降水、形勢場等客觀要素預報產品，以及
慶祝活動重點區域未來12小時的雲量、雲
高、能見度、垂直風等要素的模式支
撐產品，為預報專家組決策分

析提供技術支持。

亮相國慶慶典的港澳台彩車，自2日
起與其他32輛地方彩車一起，在奧林匹
克公園展出。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
到，展示地方彩車的區域被分成南、北

兩個部分，通過安檢口之後步行50米，抬頭便可看到
香港、澳門、台灣的彩車，這裡人頭攢動，參觀者絡
繹不絕。包圍在鳥巢、水立方和奧林匹克多功能演播
塔不斷變換的炫目色彩中，三輛彩車上特色元素搭配
色彩繽紛的設計，更顯得流光溢彩，極富創意。

港彩車展港故宮
「快來看！香港也有『故宮文化博物館』！」順着

小遊客手指的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主題為
「香港 進」的香港彩車造型簡潔明快，彷彿一艘前進
中的巨輪，船身和船上八面船帆展示了香港品牌的形
象標誌飛龍和圖案延伸的繽紛彩帶。三層船身由淺至

深的色彩設計極富節日氣氛，亦
展現了香港的特色和活力。彩車
上展示香港五個現在和未來的地
標建築模型，分別為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M+博物館、戲曲中
心、香港科學園和高鐵西九龍
站。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和M+博物館的建築模型設有大
型屏幕，不間斷地播放着香港城
市風光及取得的成就。

澳彩車蓮花綻放
澳門彩車前端蓮花綻放，動感十足。從地標性建築

大三巴牌坊到著名學府澳門大學，從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舞醉龍」到象徵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本土戲
劇等等，彩車上隨處可見澳門特色元素，亦處處展現

回歸20年來的發展取得的成就。此外，彩車上還有豎
立的路牌，分別寫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等字樣，彰顯城市個性化，擘畫
未來發展藍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移師奧林匹克公園展出 港澳彩車受捧
 &

■■香港彩車在北京奧香港彩車在北京奧
林匹克公園展出林匹克公園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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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萬平方米環保地毯萬平方米環保地毯
主要鋪在天安門城樓華主要鋪在天安門城樓華
表兩側及天安門廣場的表兩側及天安門廣場的
觀禮台觀禮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位於正陽門的測風激位於正陽門的測風激
光雷達光雷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陽信龍福公司生陽信龍福公司生
產線上的產線上的「「國旗紅國旗紅」」
地毯地毯。。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 山東陽信龍福環能公司生產的環保山東陽信龍福環能公司生產的環保
面料獲國際認可面料獲國際認可。。圖為該公司的圓機車圖為該公司的圓機車
間間。。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山東報道）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閱兵上鋪設的「國旗紅」

地毯，所用原料原來是廢舊塑料瓶！山東濱州陽信縣一家公司生產製造的2.4萬平方米綠

色環保地毯，10月1日鋪上慶祝大會的觀禮台和天安門廣場，該款地毯由再生滌綸紗線織

造而成，具有阻燃、抗污、抗紫外線的功能，共消耗掉40餘萬個廢舊礦泉水瓶。

10月1日，陽信龍福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福公司」）專門組織員工在展廳
收看國慶70周年大閱兵。「看到我們紅彤彤的地毯
一次又一次出現在直播鏡頭裡，員工們都非常激
動。」該公司生產技術總監馮希泉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員工們很多次起立鼓掌，歡欣鼓舞。

20多天趕工完成 產品獲國際認可
據馮希泉介紹，2.4萬平方米環保地毯主要鋪在天

安門城樓華表兩側及天安門廣場的觀禮台。因為再
生和環保的概念，「國旗紅」地毯還上了熱搜。
談及廢舊塑料瓶變身「國旗紅」地毯，馮希泉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製作流程：廢舊塑料瓶經過分
揀、高溫清洗，粉碎成12毫米-14毫米的塑料瓶
片。「國旗紅」地毯採用「原液着色」技術，即在
紡絲時添加色母粒，省略了後續印染環節，減少污
染。
也正是其再生和環保的元素，龍福公司在與全國
多家知名企業競標中脫穎而出。7月底確定訂單，
到9月初開鋪，龍福公司職工加班加點，通過20多
天緊張製作，「國旗紅」地毯如期交付。
馮希泉指出，「國旗紅」地毯在生產過程中執行
了最嚴格的生產標準。不同於室內地毯，戶外地毯
要經受陽光暴曬和風吹雨淋，其阻燃、抗污、抗紫
外線的功能也均經過了嚴格的監測。
「公司具有豐富的出口經驗，與國際上很多知名
公司和大品牌有着多年的合作。」馮希泉說，公司
在再生環保領域默默耕耘了十幾年，國際認可度遠

遠高於國內。再生滌綸長絲、毛毯、地毯、服裝面
料及裝飾布……龍福公司的產品出口到中東、南
非、日、美、德、俄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
6年前，龍福公司已經是宜家的戰略供應商，僅
是白色仿羊絨地毯面料，龍福每月供貨量達到十幾
萬平方米。另外，Nike、Adidas等品牌的鞋面材料
也開始使用龍福的再生環保產品。

年吃20萬噸膠樽 省120萬噸石油
據龍福公司常務副總雷景波介紹，龍福是一家以

資源循環利用為主營業務、節能環保低碳型的化纖
紡織企業，這家成立於2006年的民營企業目前已經
建成了「廢塑料回收—再生滌綸纖維—再生毛毯、
地毯紡織品」完整的節能環保綠色循環經濟產業
鏈。
「紡織本來是要以石油為原料，而現在我們用廢

舊塑料礦泉水瓶作原料，每回收1噸廢舊礦泉水瓶
可以減少6噸石油消耗，減少3.2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相當於200棵樹1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根據
馮希泉的數據，目前龍福公司的生產線每年能「吃
掉」20萬噸以飲料瓶為主的廢塑料瓶，可節約120
萬噸石油，節能折合標準煤170萬噸。
2018年前，龍福公司使用的原料多依靠進口，在
禁止進口「洋垃圾」之後，建立廢塑料回收體系成
為公司的當務之急。馮希泉表示，公司特別希望中
國的垃圾分類更加細化，優質的廢舊塑料原料將會
大大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也會為社會創造更大價
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通訊
員翟成新山東報道）在今年的閱兵式
上，除了「國旗紅」地毯，一同接受檢
閱的還有山東濱州陽信縣製造的閱兵
靴，該縣提供了價值3,000多萬元的閱
兵靴專用牛皮。
「除了陽信的牛皮皮質好，科技含量

高也是再次被選作閱兵靴用皮的重要原
因。」說起這些，陽信瑞豐集團董事長
楊曉雄頗為自豪。據其介紹，今年閱兵
靴的研發設計是從2月份開始的，楊曉
雄和他的技術團隊在3月11日交出了第
一批閱兵靴用皮。
「閱兵靴的性能在不斷改進，拿一七

式作戰靴來說吧，要求防火防水防穿
刺，同樣是 42碼的要比美國的輕 60
克。」楊曉雄說，閱兵靴生產對皮革的
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就需要皮革生產企
業不斷進行技術提升。8月底，最後一
批牛皮被運走的時候，楊曉雄才鬆了一
口氣。「今年總共為國慶大閱兵提供了
30多個批次，價值3,000多萬元的牛
皮。」能夠為大閱兵出一分力，楊曉雄
和他的員工都感到無比光榮。

陽信是養牛大縣，號稱中國第一牛縣，陽信屬
於溫帶季風氣候，牛的生長周期適宜，出產的牛
皮細、密、柔軟，手感挺而不硬，舒服而不走
形，非常適合做軍工皮革。
據楊曉雄介紹，該公司從2008年開始為軍工

廠提供軍靴用皮，目前三家軍工廠所需的80%的
牛皮是出自陽信。在2015年9月3日，在紀念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
年大閱兵時，瑞豐集團為48個步兵方隊提供軍
靴用皮，承製的鞋靴種類達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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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牛縣

■■陽信瑞豐集團陽信瑞豐集團
生產的閱兵靴生產的閱兵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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