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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会蓝皮书首发
网民规模中国第一

5 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乌镇落下帷幕。大会期间，
与会中外嘉宾围绕“发展数字经
济 促进开放共享——— 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
题，在 20 场主题鲜明、各具特色
的分论坛上，积极贡献思想智
慧、展示创新成就、探讨合作途
径、展望未来愿景，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大会首次发布了《世界
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蓝皮书，
这是大会举办以来，首次面向全
球发布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
究成果。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
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 22 . 58 万
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 GDP 比
重达 30 . 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
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据新华社

西成高铁全线通车
穿越秦巴山连通“西三角”

6 日，西安至成都的高铁
正式通车。西成高铁全长 658
公里，运营时速达 250 公里，是
我国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
路，也被称为“中国最穿越高
铁”。开通初期，将安排动车组
列车 19 对，西安至成都的最短
旅行时间压缩至 4 小时 7 分。
年底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
将安排动车组列车 62 对，两地
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至 3 小
时 27 分。专家认为，西成高铁
的全线贯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西部高铁网络，成都、重庆、西安
三城之间的铁路行程被缩短到
1 至 5 小时。“西部黄金三角”从
概念走向现实，我国西部由此迈
入“城市集群”发展新阶段。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举行高层对话会

近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举行高层对话会，来自 120
多个国家近 300 个政党和政治
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在对
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政党发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赢得与会嘉宾高度共识。在此
次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明确
表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
是为了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
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

据新华社

死亡失联 3 人以上事故
须 30 分钟内上报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网站消息，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近日印发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通知》要求，省级安
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在接到应
急救援信息报告后，要在 30 分
钟内将应急救援队伍出动救援
的死亡及失联 3 人以上事故或
暂未明确伤亡情况但社会影响
较大的危险化学品、油气输送
管道等事故，以及地震等自然
灾害的应急救援信息报送至应
急指挥中心。

据人民网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5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得 2017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
荣誉———“地球卫士奖”。塞罕
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省北部，
占地 9 . 3 万公顷。由于历史上
的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
方沙漠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
刮入北京。1962 年，数百名务林
人开始在这一地区种植树木，
经过三代人努力将森林覆盖率
从 11 . 4％ 提高到 80％。目前，
这片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
供应 1 . 37 亿立方米的清洁水，
同时释放约 54 . 5 万吨氧气。

据新华社

15000 余名滞留巴厘岛
中国游客回国

据外交部消息，截至 4 日
12 时，外交部会同相关部门已
累计协助 15237 名受阿贡火山
喷发影响滞留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的中国游客返回内地，约 600

名中国游客乘相关航班返回香

港。11 月 27 日，受阿贡火山喷

发影响，印尼巴厘岛伍拉莱国际

机场暂时关闭，上万名中国游客

滞留当地。自 11 月 29 日 14 时
28 分伍拉莱国际机场恢复开放

至 12 月 4 日 12 时，相关部门已

协调中外航空公司派出 82 个商

业航班，累计协助 15237 名滞留

中国游客自巴厘岛返回内地，约
600 名中国游客乘相关航班返回

香港。另有 3041 名滞留中国游

客经泗水出境回国。据新华社

中消协约谈 7 家共享单车
呼吁免收押金

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

京召开共享单车企业公开约谈
会，摩拜、ofo、永安行、优拜、哈
罗单车、拜客出行、小蓝等 7 家
共享单车企业代表参加了当天
的约谈会。中消协在约谈会上提
出要求，广大共享单车企业要严
格落实《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要
求，强化责任意识，尽可能采取
免收押金的方式提供自行车租
赁服务。 据《新京报》

“百名红通人员”李文革
回国投案

6 日，“百名红通人员”第
28 号李文革回国投案。目前，全
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 51
人，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 3
人。李文革是云南省昆明市盘
龙区国税局原工作人员，涉嫌
合同诈骗罪，2013 年 8 月逃往
加拿大。2015 年 4 月 22 日“百
名红通人员”公开曝光以来，经
过两年多不懈努力，到案人员
已超过半数，反腐败追逃追赃
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据新华网

2018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 820 万人

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近日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林蕙青表示，2018 届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820
万人，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
峻的形势。 据人民网

山西前首富李兆会
被限制出境

因未能偿还 2 . 1 亿元人民
币欠款，山西前首富李兆会已
于近期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限制出境。中国裁判文书
网的信息显示，2013 年 1 月 10
日，李兆会实际控制的上海海
博鑫惠国际贸易公司（简称“海
博鑫惠”）与光大银行签订《综
合授信协议》，获得最高 5 . 2 亿
元的授信额度。李兆会、美锦公
司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随后，美锦公司代海博鑫
惠向银行偿还本金 2 亿元及利
息 1622 . 83 万元，本息共计 2 . 16
亿元。因海博鑫惠未承担还款
义务，李兆会亦未承担担保责
任，美锦公司遂发起诉讼，追讨
欠款。 据《北京青年报》

新乐视筹划股权激励
锁定高层及核心技术人员

包括乐视网、乐视致新和
乐视影业在内的员工被通知，
公司将运作新的股权激励，而
此次股权激励背后的推动者，
正是上任乐视网董事长一职已
快 5 个月的孙宏斌。一位接近
乐视网的内部人士透露：“乐视
正在设计新股权激励的方案，
不久便会有结果。”据悉，此次
股权激励集中在新乐视体系
内，主要针对的是新乐视的高
层和技术人员，与贾跃亭在任
乐视网董事长时谋划的“人人
持股”计划差异明显，但也涉及
数千名员工。 据《证券日报》

现金贷陆续迎监管重拳
严控 P2P 或成监管重点

风口上的现金贷正在迎来
监管重拳。近日，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
式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
贷”业务的通知》( 下称《通
知》)，明确统筹监管，开展对网
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从

《通知》内容来看，监管部门明
确对网络小额贷款开展清理整
顿，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
金贷”业务将进一步规范，对
P2P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将完善管理，对各类违法违
规机构将加大处置力度。

据《中国经济周刊》

广东成内地首个
GDP 破 8 万亿省份

广东省统计局 5 日发布根
据 新 的 核 算 方 法 后 的 全省
GDP 统计数据，2016 年广东
GDP 总量已突破 8 万亿元人
民币，成为中国内地首个破 8
万亿元的省份。深圳市 GDP 总
量首次超过广州。此外，使用新
的核算方法之后，新增超百亿
元的地级市还有广东的佛山
市，新增 137 . 06 亿元，为 8767 . 06
亿元；东莞市新增 111 . 02 亿元，
为 6938 . 71 亿元。 据央广网

韩美举行
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

韩国空军与驻韩美军近日
启动代号“警惕王牌”的大规模
联合空中演习，超过 230 架飞机
和大约 1 . 2 万人员将参演。韩国统
一部发言人表示，这次军演是韩
美年度例行防御性演习，韩方将
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努力和平解
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韩国媒体称
这次军演为韩美“迄今最大规模”
空中联合演习，韩国空军作战司
令部下属 10 多支部队，美国空军
第七航空队和太平洋司令部下属
多支部队将参加演习。据新华社

旅法熊猫宝宝命名仪式
第一夫人任“教母”

近日，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
特·马克龙在法国南部的博瓦尔
动物园为 4 个月大的大熊猫“圆
梦”举行了命名仪式，她本人将
成为这只熊猫的“教母”。据悉，
这是第一只出生在法国的大熊
猫，它的名字“圆梦”则是来自中
国。博瓦尔动物园首席兽医巴普
斯蒂特说，“圆梦”现在的行动靠
爬，它已经表现出了淘气的儿童
特质，想要从自己的领地逃走，
爬到动物园的过道上去。“圆梦”
的母亲“欢欢”和父亲“圆仔”都
是从中国借出到法国的，今年春
天，9 岁的欢欢通过人工授精怀
上了宝宝。 据人民网

特朗普将
把美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据外媒报道，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办公室方面称，美国总统
特朗普 5 日与阿巴斯通电话时表
示，他打算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报
道称，阿巴斯办公室发布声明称，
特朗普告知阿巴斯，他打算把美
国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
冷。由于声明未提供进一步详情，
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计划立即迁
移大使馆，还是在未来某个时间
才会搬迁。声明称，阿巴斯提出警
告说，特朗普的决定将对巴以和
平进程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
稳定造成危险后果。 据中新网

伊拉克从叙利亚接回
近 3000 名流离失所平民

伊拉克难民和移民部发表声
明说，难民和移民部与交通部开
展合作，成功将 2800 名生活在叙
东北部哈塞克省豪勒安置营地的
伊拉克平民转送回国，并将他们
安置在摩苏尔南部的一处营地。
此外，难民和移民部从叙利亚北
部阿扎兹地区接回 182 名伊拉克
平民。目前，他们被安置在伊拉克
北部杜胡克省的一处营地。

2014 年以来，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活动猖獗及伊拉克政府
军的反恐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流
离失所。2016 年摩苏尔收复战开
启前后，摩苏尔及周边地区的数
千名平民逃往邻国叙利亚避难。

据新华社

虚拟 AI 政客机器人出炉
3 年后参加竞选

据报道，新西兰的政客
们可能需要小心了，他们即
将要与虚拟机器人展开竞
赛。虽然机器人目前只能回
应预先编辑好的内容，但相信
2020 年可以参加竞选。“Sam”
是世界上首例虚拟政客机器
人，可通过脸书的私信与用户
进行互动。这种 AI 机器人能
够在充分衡量每个人的情况
后，不带偏见做出决策，逐渐
将取代新西兰的选民。假以时
日，这种 AI 机器人一定可以
大面积投入使用，发明者也大
胆预测，Sam 在 2020 年可以实
现自由办公。 据环球网

“超级豆”
有望消除非洲饥荒

乌干达政府正在向本国
农户推广一种成熟快、产量
高的“超级豆”，以解决易闹
饥荒地区的粮食问题。“超级
豆”由乌干达国际热带农业
中心的豆类基因库培育，不
通过转基因技术，而采用常
规基因选择。这个位于首都
坎帕拉郊区的基因库储存了
约 4000 个豆类品种。除乌干
达，“超级豆”也进入邻国南
苏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近期签单生产商，为南苏
丹难民提供 21 吨“超级豆”种
子。由于资金缺乏，对这些难
民的粮食援助有时“跟不上
趟”，除了援助，必须找到另
外的食物来源，而这些种子
每 50 公斤有望产出 2000 公
斤豆子。 据新华社

首个慈善法地方法规
落地江苏

“小儿患了重病，急需用
钱”“为给重病父亲治病已倾
家荡产，跪求各位救助”……
在各大医院门口，在互联网
上，类似的求助不断。究竟孰
真孰假？12 月 2 日，江苏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33 次会议
在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

《江苏省慈善条例》等法规，相
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江苏通过立法，将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对个人求助进行
约束，并将设统一的慈善信息
平台。《江苏省慈善条例》将于
明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据《中国青年报》

抚顺雷人女德班被叫停
学员曾有数万人

近日，网友揭秘女德班的
系列视频爆出“女子点外卖不
刷碗就是不守妇道”等雷人之
语，让辽宁抚顺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进入公众视野，该校的多
种学习班和公益讲座内容也
引发了公众热议。近日，当地
教育局发布通报称该校“女德
班”教学内容中存在着有悖社
会道德风尚的问题，要求其立
即停止办学，遣散学员。据统
计，学校自创办以来，已经办
了 78 期《弟子规班》，36 期《女
德》班，14 期《了凡四训》班，学
员有数万人。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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