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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支付奖积分
2018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在微信支

付、京东支付、唯品会和支付宝绑定中国银
行信用卡，并在活动期间进行快捷支付即可
累计积分奖励。每名客户每月最多获得10
万积分奖励。活动需通过中国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App报名参加 。

★畅享美食
1、即日起的每周六、日，在西宁九记火

锅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锅（夏都大

街）和金钟大簰檔（王府井B馆负一楼）消
费，持中行信用卡单笔满 120元可立减 60
元，数量有限。

2、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在万达广
场外婆小厨和小鹿披萨，持中行银联信用
卡单笔消费满 100元可享随机立减 60-100
元优惠，数量有限。

★畅观大片
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行信用卡在

西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10元观2D/3D

影片，20元观 IMAX影片的优惠，在奥斯卡
影院可享10元观2D/3D影片。持中行信用
卡在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
可享 19元观影、在海南州百佳影城和大通
县天麒上影国际影城可享9元观影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

银行缤纷生活APP绑定62开头中行银联信
用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
山路店、兴海路店和互助店）进行二维码支

付，可享满 60元立减 30元优惠,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以上活动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
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
优惠享不停，更多优惠
可 下 载“ 缤 纷 生 活 ”
APP，扫一扫即可下载）

惠聚中行日，给您更多惠！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9 日电 记
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获悉，11 月
19 日 4 时 57 分，浙象渔 40018 船在
2161 海区 3 小区（东经 125°24′，北
纬 28°22′）沉没，船上共 8 人。

据了解，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宁
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和象山县海洋与
渔业局第一时间组织事发海域附近

的 浙 象 渔 40019、42031、42033、
26030、20018、33188等十余艘渔船参
与搜救，中国渔政 33201、33205 已赶
赴事发海域救援，浙江海事部门已
派遣救援飞机和搜救船赶往事发海
域。

截至 18 时，船上 3 人被浙象渔
26030船救起。

浙江一艘渔船沉没 3人获救

新华社北京 11月 19 日电 中国司法大
数据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6 年以来，
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数量有所上
升，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近六
成案件因小事引发，近四成案件中出现人员伤
亡。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公交车司乘
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大数据专题报告，报
告显示，2016 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
审 结 的 公 交 车 司 乘 冲 突 刑 事 案 件 共 计 223
件，案件发生量呈上升趋势。

2016年 1月至今年 10月，在已结一审公交
车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中，超半数案件有
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其中有近三成乘客出现
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的情况，近六成案件的起因
多为车费、上下车等小事，近四成案件有人员

伤亡的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在公交车司乘纠纷刑事案

件中，按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分类，案件分布
呈现两极化特点，新一线大中城市和五六线及
以下小城市合计占比接近一半，新一线和五六
线及以下城市增长趋势明显，一线和二、三、四
线城市案件量下降趋势明显。

报告显示，在面对纠纷时，约三成案件的
当事司机选择了避让，仅在一成案件中，出现
其他乘客出面制止司乘冲突的情形。对此专
家提醒：当发生司乘冲突时，其他乘客应根据
自身情况，进行干预，避免意外发生。

报告还显示，在已结一审案件的被告中，近
七成为乘客，约二成为公交司机，其中乘客犯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55.77％，
司机犯罪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比为56.86％。

司法大数据显示：

公交车司乘冲突近六成因小事引发

据新华社武汉11月 19日电 不
久前的深秋时节，记者走进大别山
革命老区的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隗
店村丁家岗时，只见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村前的田地里，几位农
民正在忙着挖红薯，不远处几台收
割机正在稻田收割晚稻，村湾里还
有几户人家正在翻新加盖小洋房。
这个小山村，是抗日英烈、原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新 1 团团长丁思林的家
乡。

丁思林，1913年 4月出生在湖北
黄安（今红安）县丁家岗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33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2 年 5 月参加红军。曾任班

长、排长、连长、营长。1934 年后，任
红四方面军第 31 军第 93 师第 274 团
参谋长、第 271团团长。1935年参加
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丁思林任
八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 1 营营
长。1938 年 9 月，任 386 旅新 1 团团
长。他以英勇的精神和紧张的工作，
协同与团结全团官兵，把一个新的部
队，锻炼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富于我
军优良传统的主力团。1939年 2月，
在曲周县香城固的伏击战中，全歼日
军安田中队和 40 联队补充大队，打
死日军 250余名，俘虏 8名，毁掉汽车
9 辆，缴获火炮 3 门，枪百余支，粉碎
了敌人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谋。因
表现出色，新 1团被八路军总司令朱
德赞誉为“模范青年团”，后又被八路
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
荣称号。

1939 年 7 月 5 日，日军 109 师团
107 联队 3000 多人向晋东南抗日根
据地进行大“扫荡”。6日，丁思林率
新 1团在云族镇同敌人激战两天。8
日，日军纠集兵力再次发动进攻，为
掩护部队撤退，他主动阻击日军进
攻。激战中，丁思林头部中弹，壮烈
牺牲，时年 26岁。

“模范青年团”团长——丁思林

丁思林的画像丁思林的画像。。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人类正在步入智慧时代，号称智能革命，
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网络世界却远没有现实世
界的智慧，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是用一个快
50 岁的网络来支撑高速发展的现实世界。”在
11月 17日召开的 2018“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在作《开放架构
多模态指挥网络》报告时说：“国际社会也正在
探讨 2030 年以后的网络应该是什么样，难道
还是现在这种 Internet吗？回答是否定的。”

邬江兴院士说道：“我国网络技术领域有
一种跟踪文化之殇，这种殇导致我国网络科技
工作者缺乏核心技术创新的自信心，唯国外马
首是瞻。当前我国网络建设的发展状况，就好
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经不
起风雨，甚至不堪一击。”

“互联网太老了。”邬江兴院士说，现有的 In⁃
ternet网是一种刚性架构的，已经无法再继续以
打补丁的方式来满足垂直行业的定制化需求。

他指出：“Internet 网的 IP 原来只是解决互
联网发展初期问题，当时最高有上百种网络，
上百种网络讲上百种方言，无法交流，于是提

出一个 IP 互联协议。可是我们居然把一个 IP
互联协议变成大一统的协议，似乎是要统治整
个网络世界的协议，这就错了，就像用一个小
马去拉一个大车，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的网络
技术领域前进如此困难。”

目前，国内正在讨论新型网络技术国家
的战略布局。刚刚启动的科技部与广东省合
作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与新型
网络重点专项，在广东建立新一代信息网络
研究院，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研发基于全维可
定义的新型网络体系架构和关键技术。“用这
个项目准备好迈向 2030 年及以后的新一代互
联网，应该说能够满足国家战略性的刚性需
求，它所面向的 2030 年技术目标就是能够支
持垂直行业的定制化需求。”邬江兴院士说，
总之，以全维可定义的开放架构为基础，以网
络使能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创建可增量部署
的网络发展模式，将使得我国实现通信技术
从跟跑到领跑、从网络产品大国到网络技术
强国的转变。

据《科技日报》报道

邬江兴院士在2018“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大会上预言

2030年有望出现新一代互联网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 19日说，中方为推动亚太经合组
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也展现
了最大诚意，愿继续同各方加强沟通，推
进APEC合作。

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APEC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未能在会议结束时发表领导人宣言。美
方官员称是因为中方反对，导致大家没能
达成共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确实未能发表领导人宣言，但
原因并不是美方所说的那样。”

他说，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就亚太
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会议推进了 APEC 框架下的各领域务实合
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中方对会议的成功
表示祝贺，对巴新作为东道主发挥的积极
作用表示赞赏。

耿爽说，与会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贸易
问题，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等交换了意见。
多数成员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支持世贸组织发挥应有作用。许多成员，特
别是发展中成员明确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发展空
间的立场，这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关于加强和改进世界贸易组织问题，
耿爽说，中方赞成世贸组织与时俱进，支持
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改革必须
维护世贸组织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由
于有关进程尚未启动，各方在相关问题上
有不同看法，尚待深入交换意见，缩小分
歧，扩大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匆忙
预判结果，更不能借改革之名行保护主义
之实，损害别国根本利益，将自己的想法强
加于人。强权政治和经济霸凌的做法遭到
了大多数APEC成员的反对。

耿爽说，协商一致是各成员参与APEC
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确保 APEC 健

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各方应始终相互尊
重、求同存异，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推进
务实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他说，中方坚定走开放发展道路，致
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
易体制，“我们履行了应尽义务，用实际行
动为全球和地区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巴新方作
为主席举办一次成功的 APEC 领导人会
议，也为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也展现了最大诚意。中方愿继
续同各方加强沟通，推进APEC 合作，并参
与有关问题的讨论。”他说。

在回答中美是否在争夺亚太地区领导
权的提问时，耿爽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分别是世界
上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在 APEC 内自
然格外引人关注。但 APEC 成员都是平等
的，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中方此次诚意满满地出席了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主席在会议
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就如何促进世界
经济发展，加强全球经济治理阐述了中方
的立场主张，就如何深化亚太合作也提出
了中方的意见建议。中方的发言没有针
对谁，也没有挑战谁。”耿爽说。

耿爽说，中方一直在讲，太平洋足够
宽广，容得下中美两国，也容得下亚太各
国。亚太地区是各国共生共存的家园，不
是你输我赢的战场。APEC 是深化合作的
平台，不是相互指责的地方。中方参会是
寻求共识、促进合作的，不是来打擂台赛
的，也不是跟谁唱对台戏的。

“我们希望美方能和中方以及其他各
方一道，尊重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现实，在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 APEC
合作，共同建设亚太大家庭，促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他说。

外交部谈中美是否在争夺亚太地区领导权：

亚太地区不是你输我赢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