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编辑：罗凤琼

国际热点 法制

纵览

要闻

Overview04
财经

全国两会定于
3月5日、3月3日开幕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1月30日表决通
过了关于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
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将于2018年3月5
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决定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于2018年3
月3日在北京召开。

综合新华社

70位省级政府副职履新
涉27省份 全是“60后”

近日，省级政府副职迎来
密集调整。梳理发现，自1月16
日以来，27个省份共调整省级
政府副职70名。此番调整分为
前后两个时间段，1月16日至24
日，省级政府副职调整33人，
其中26人异地调整，他们多人
此前从政履历集中于一地，此
番调整到其他省份任职，6位
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金融机
构“空降”地方，只有1人为本
地职务调动。1月26日至30日，
3 7位省级政府副职在各省人
代会上产生，这一批调整均系
本地职务变动，他们之前的职
务有的是本省地市党政一把
手，有的是省政府有关部门领
导干部。

新上任的省级政府副职均
为“60后”，其中包括18位“65
后”，最小的为出生于1969年的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和河北省副
省长刘凯。此外，此番调整中还
出现8位“女将”身影。

据《新京报》

网络强国建设
三年行动年内启动

2018年我国将正式启动网
络强国建设三年行动，围绕城
市和农村宽带提速、5G网络部
署、下一代互联网部署等领域，
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根据
相关计划，业内预计，未来我国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
突破3000亿元，不但能推动相
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还能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奠
定“硬件”基础。

据《经济参考报》

中国5G已颁发
“课本”和“考试大纲”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工程师张峰介绍说，当前，全球
5G正处于标准确定的关键阶
段，国际标准组织3GPP将于今
年6月完成5G第一个版本的国
际标准。中国于2016年初率先
启动5G研发和试验。2018年1月
召开的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
段规范发布会，向参与的企业
颁发了“课本”和“考试大纲”，
这标志着研发试验正式进入了
第三阶段，将推动5G系统设备
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为后续
5G规模试验和手机入网检测奠
定基础。张峰表示，2018年是5G
标准确定和商用产品研发的关
键一年，标准、研发与试验3项
工作将同步开展。

据《人民日报》

直播答题遭AI“抢钱”
平台变换题型应战

在线答对全部题目即可瓜
分奖金——— 从规则来看，直播
答题的本意是拼智力赢钱。但
是，在你绞尽脑汁答题的时候，
有人动动手指就找到了答案。

他们借助的是人工智能(AI)软
件，可以识别屏幕上的问题并
迅速给出答案。目前比较流行
的有百度的“简单搜索”、搜狗
的“汪仔答题助手”等。对此，有
些直播答题平台对题目的设置
进行了调整。有的推出了个性
化题目，不同用户的手机屏幕
显示的选项有所不同，正确答
案也不只一个。 据央视网

茅台陷入“暴利”风波
回应称传闻不实

贵州茅台近日陷入了“暴
利”风波。一位自称贵州仁怀地
区的农民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
写给茅台公司高层的公开信，
质疑茅台收购高粱价格7年没
涨，一公斤7 . 2元的价格和现在
茅台1000多元的价格相比，粮农
种10亩高粱都挣不到1瓶茅台
钱。对此，茅台方面反驳了“压
制农民”的不实传闻，并表示茅
台收购的有机高粱远高于市场
价，而且今年的收购价将提至
8 . 2元/公斤。随后人民网发文
称，茅台收购有机高粱远高于
市场价。 据《北京青年报》

今日头条起诉百度
“不正当竞争”

1月29日，今日头条发布声
明称，今日头条将起诉百度，原
因是其利用垄断优势进行的

“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今日头
条在声明中指出，在百度搜索

“今日头条”，排序第一的搜索
结果，是由非正规稿源（百度旗
下的自媒体平台“百家号”）于
2017年12月中旬发布的“旧闻”
（今日头条被要求整改的文
章）。排序第二的搜索结果，是

“今日头条官网”，却用红字标
出警告：“提醒：该页面因服务
不稳定可能无法正常访问”。目
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
式受理了此案。百度则否认上
述指控，并表示今日头条近期
的一系列发声，源自发展困境
的焦虑。

据《新京报》

“太行公交”硬卧最低2元
3节绿皮车开了25年

每天早上9时25分，8171/
8172次列车都准时从山西的榆
次火车站驶出，14时40分到达终
点站沁县大平火车站，全程198
公里，停经21个站，历时5小时15
分。2010年其所有硬座都被改为
硬卧，但票价不变，最低的坐三
站只要2元，只要花10 . 5元就能
买一张从始发站到终点站的硬
卧票。25年来，这也是沿线村民
进城赶集、走亲戚的最佳选择，
当地人称之为“太行公交”。

据《北京青年报》

APP泄露美军事基地位置
五角大楼着手调查

在一款知名健身应用软件
被曝光可能泄密后，美国国防
部近日宣布，正全面审查美军
使用健身追踪器等可穿戴电子
设备的情况。这次审查将决定
是否会加强对美军人员使用上
述设备的培训或限制。

这款记录健身爱好者运动
轨迹的软件名为“斯特拉瓦”，
去年11月，其公开了一份健身
追踪地图，显示2015年至2017年
9月，全球范围内使用这款软件
人士的日常跑步和骑车路线。
这份交互式在线地图无意中暴
露了美国海外或公开、或秘密
的军事基地位置，以及看上去
像是美海外驻军日常在基地外
行走的路线。这些信息都可能
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袭击。

据新华社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分裂
韩国媒体报道，第二大在

野党国民之党的上千名成员决
定2月6日退党，另立门户，组建
一个名为“民主和平党”的新政
党。国民之党的16名国会议员
组成一个预备委员会，积极筹
备另立新政党事宜。打算另立
门户的国民之党议员包括前总
统秘书室长朴智元、前统一部
长官郑东泳等，目前已有2485
人表示将加入这个名为“民主
和平党”的新政党。 据新华社

法遭遇50年来罕见大雨
1500人被疏散

法国近日遭遇50年来罕见
大雨，塞纳河水位高涨，威胁首
都巴黎及周边地区。目前已有
1500人疏散，卢浮宫关闭部分
场馆，多个火车站被迫停运。

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全
国1月降雨量逼近正常水平的
两倍，而2017年12月和2018年1
月的降雨量达到过去50年来的
最高值。据水利部门监测，塞纳
河水位29日飙至5 . 84米，而通常
情况下这条河的水位大约是
1 . 5米。警方说，大巴黎地区已
有大约1500人被疏散，大约1900
户人家停电。 据新华社

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
占领临时首都亚丁

也门临时首都亚丁的官员
表示，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
武装力量当天突破也门政府军
的防守，已经占领亚丁。

据悉，1月30日早上，南方
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和也门政
府军在位于亚丁的总统府展开
激战，随后武装力量占据总统
府，升起也门统一前南也门的
国旗，数百名也门政府军士兵
和高级官员被捕。

也门内政部当天曾呼吁沙
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作出
干预决定，以阻止南方过渡委
员会武装力量的袭击。军方确
认，总理本·达格尔已乘飞机前
往安全地带。 据新华社

新疆周远案当事人
获国家赔偿191万

近日，新疆高院就周易申
请国家赔偿案作出赔偿决定，
共支付赔偿合计约191 . 5万元。

1997年5月17日，周远因被
控潜入女生宿舍进行猥亵、故
意伤害作案多起。1998年8月，
伊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
伤害罪一审判处周远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

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
对周远故意伤害、强制猥亵妇
女申诉案再审宣判，从宣判现
场获悉，新疆高院认为该案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周远无
罪。 据《新京报》

涉嫌虚假宣传
网易三公司被判赔百万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就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大神圈公司)起诉广州网易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广州网
易)、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
司(网易雷火)、网易(杭州)网络
有限公司(杭州网易)不正当纠
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网易
雷火、杭州网易共同赔偿原告
大神圈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及合理费用6 . 4万元，被告广州
网易对其中的10万元承担连带
责任。此前，被告推出的网游

《倩女幽魂》被指利用原告的手
游《微微一笑很倾城》做宣传，

“傍品牌”、“搭便车”。
据《新京报》

道路安全交通法
拟为无人车“留余地”

无人汽车上路“无法可依”
的尴尬有望改变。1月30日，国
新办召开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
展情况发布会。会上，工信部部
长苗圩透露，我国现行法律对
于无人汽车业态发展还有所限
制，目前工信部正与公安部门
讨论，希望在修改《道路安全交
通法》时为这一业态留有一定
空间和发展余地。在业内看来，
要更好促进无人汽车业态发
展，道交法的修改只是第一步，
未来与无人汽车普及密切相关
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侵权责任法》等法
律法规都有望随无人驾驶技术
的日渐成熟做出相应调整。

据人民网

2017年网络诈骗
人均损失超1 . 4万

全国性警民联动的网络诈
骗信息举报平台——— 猎网平台
近日发布《2017年网络诈骗趋
势研究报告》显示，举报遭受网
络诈骗的用户人均损失超1 . 4
万元，比前一年增长五成多。从
诈骗类型来看，金融理财类诈
骗仍是首要威胁，人均损失超5
万元，损失额度最大。从举报数
量看，虚假兼职诈骗举报最多，
其次则是金融理财、虚假购物、
虚拟商品、网游交易。

据《北京日报》

腾讯等四巨头
340亿入股万达商业

近日，大连万达集团官方
发布消息称，腾讯控股作为主
发起方、联合苏宁云商、融创中
国和京东340亿元入股万达商
业，收购万达商业香港H股退
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持有的约
14%股份。其中，腾讯投资100亿
元，持股比例为4 . 12%，苏宁和
融创中国分别投资95亿元，持
股比例3 . 91%，京东投资50亿
元，持股比例2 . 06%，共计占万
达商业股份比例约14%。按照
这一比例计算，万达商业目前
的估值为2430亿元。据新华网

四电企欲上调电价
煤电联动或将启动

进入 2018 年 1 月份以来，
港口以及坑口动力煤价格一路
上涨，其中港口煤价由月初的
705 元/吨上涨至目前的 750 元
/吨，同样坑口煤价也不甘落
后，上行趋势明显。为了缓解煤
电矛盾，有关部门在 2015 年出
台了煤电联动机制。一旦煤价
过高，则通过上调电价的方式
来缓解电企的困境。

业内认为，目前的煤价已
经符合煤电联动的条件，今年
启动煤电联动的概率较大，而
四大电企联合上书或意在推动
电价上调。因此，四大电企联合
上书发改委，希望能够增加煤
炭供应并控制煤价。

据《证券日报》

宜家创始人去世
享年91岁

世界著名家居连锁企业宜
家集团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
德1月27日在瑞典家中去世，享
年91岁。

坎普拉德1926年3月30日
出生于瑞典南部的斯莫兰。他
从小就有商业头脑，从骑车向
邻居出售火柴开始，营业范围
扩大至种子、圣诞装饰等，17岁
时他创立宜家，公司名称为他
的姓名、家里农场名称和所在
教区首字母缩写。1958年，他在
位于家乡以南的艾尔姆胡尔特
开了第一家店。目前，宜家在全
球有403家连锁店，共有约19万
员工，集团年收入约380亿欧元

（约合2982亿元人民币）。他本
人的财产共计7 . 5亿瑞典克朗

（约合6亿元人民币）；仅2012
年，他为慈善事业捐款超过
2000万美元（1 . 26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

苹果市值
一周内蒸发数百亿美元

日本经济新闻社1月29日
报道，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减
少今年第一季度iPhone X产量
至2000万部。去年11月，苹果定
下的产量目标为超过4000万
部。报道说，苹果iPhone X减产
的原因是销售弱于预期。上述
报道发表后，苹果股价29日收
盘下跌2 . 1%。自1月22日以来，
苹果股价下跌5 . 1%。其市值在
过去一周蒸发464亿美元。

2017年11月，苹果公司市
值首次超过9000亿美元。除日
本经济新闻社外，多家外国媒
体曾报道iPhone X需求欠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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