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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
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充分释放内
需潜力，壮大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意见》指出，信息消费已成为当前
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辐射最广泛的
经济领域之一，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
引领产业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优化信息消费环境，进一步加

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积极拓展信息消
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信息消
费覆盖面，加强和改进监管，完善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打造信息消费升级版，不断
释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意见》明确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目
标，到2020年，信息消费规模预计达到
6万亿元，年均增长11%以上。信息技
术在消费领域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信
息产品边界深度拓展，信息服务能力明
显提升，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到15万亿
元，信息消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信息
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宽带中
国”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网络提速降费

取得明显成效。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
消费快速成长。面向企业和公民的一
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网络空
间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高效便捷、
安全可信、公平有序的信息消费环境基
本形成。

《意见》聚焦生活类、公共服务类、行
业类及新型信息产品消费等重点领域，
提出三方面政策措施，着力推进信息消
费升级。一是提高信息消费供给水平。
大力发展高端智能终端，丰富数字家庭
产品，增加信息产品有效供给。推动应
用电子产品智能化升级，提升信息技术
服务能力。丰富数字创意内容和服务，
壮大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进一步扩大

电子商务服务领域。二是扩大信息消费
覆盖面。拓展光纤和4G网络覆盖的深
度和广度，力争2020年启动5G商用。
继续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提高农村
地区信息接入能力。加快信息终端普及
和升级，提升消费者信息技能。改善信
息消费体验，推动信息消费全过程成本
下降。三是优化信息消费发展环境。坚
持包容审慎监管，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个人信息
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信息消费安全
性。深入推进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信息消费
统计监测制度，建立健全信息消费评价
机制。

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

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8月 22日上午，四川省合江县三
块石村刘金银家院坝。今日头条火山
小视频在这里召开“火苗计划”新闻发
布会。

今日头条激活用户高达6亿，为
啥偏偏要在一个农家院坝召开新闻
发布会？火山小视频产品负责人孙
致称，就是因为合川小伙刘金银——
他使用火山小视频直播捉黄鳝摸泥
鳅那些事“火”了，半年粉丝高达 8.6
万人，创收8万元，还在网上找到一个
城里姑娘做女朋友。

刘金银，网名金牛，26岁。2004年，
刘金银小学毕业后，先是学习电焊铝合金
门窗，后又去江苏省打工3年，18岁时又
回到老家，开过铝合金门窗店、搞过黑山
羊养殖，做了四五年，最后倒亏1万多元。

“看视频的人多就可以赚钱？”去年
年底，刘金银从打工回家的朋友手机
上，第一次接触到火山小视频，得知拍
摄、直播简单的流程，有人看就能挣钱，

“这让我很吃惊。”
刘金银动心了，他放弃了县城的生

意，回到故乡，下载了火山小视频，实名
认证之后，成为了小视频达人金牛。

刘金银想到了自己从小捉黄鳝、摸
泥鳅的那些事，这些都是城里人没见过
的。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用火山
小视频记录下这些童年趣事。

直播的第一天，只有5个人观看，刘
金银没有收到一个礼物，倒贴了七八十元
流量费。刘金银不甘心，为拍高像素视
频，他更换了手机，买回一部iPhone 6
Plus，专职做直播和小视频。

“一天啥事不干！”丢下城里的生意
不做，居然又下田捉黄鳝摸泥鳅，还整天
耍手机！在父亲刘明杰眼里，刘金银就是
不务正业，“去工地上干活每天至少还能
挣300元钱，他却回来当泥腿子下田！”

然而，一个月后，刘金银的火山小
视频粉丝涨到了1000人，每天收入50
元。2个月后，粉丝涨到9000多人，每
天不但解决了流量费，还能剩几十元。

“没想到网友们对这些事关注得

很。”捉黄鳝、抓龙虾、搬螃蟹、钓鲢
鱼……刘金银用火山小视频将这些
农村日常生活琐事直播出去，有的还
拍成小视频发出去。

后来，有粉丝想购买刘金银抓到的
黄鳝。他又直播宰杀黄鳝、热炒鳝肉，
并快递给粉丝。刘金银说，不要钱，免费
送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品尝。就这样，刘
金银坚持了下来，他的生活作息跟城里
上班族一样规律：每天早上7点起床，8
点开始直播到中午，下午5点又开始直
播到夜里12点。早上打鱼、做饭，夜里
捉黄鳝，他一个人，背七八斤重的电瓶，
头上顶着矿灯，手里攥着手机、充电宝，

提着水桶，走在多草的河边。刘金银说，
累是累，但比工地上干活轻松多了。

现在，刘金银手里有移动、联通、电
信三张 SIM 卡，每月流量就要花掉
200G，为此支出1200多元。但他的火
山小视频“火”了！半年粉丝高达8.6万
人，创收8万元，还有一个城里女孩通
过视频认识了他，来到了他身边。

半个月前，孙致看到了刘金银的火
山小视频，这让他很惊讶和新奇。在很
多懂短视频的研究者眼里，农村题材的
小视频现在已经声名狼藉，充斥着自
虐、低俗黄段子以及各种怪异行为，或
者场景残酷而荒诞，令人不适。

孙致说，“刘金银的视频，真实、质
朴，让城市人看到了新农村积极的一
面，很有正能量！”

今年5月，火山小视频宣布拿出10
亿元资金补贴内容创作者，3个月已支
付2亿元多元，其中2万人每月收入超
过1000元。

8月，火山小视频又推出“火苗计
划”，开通了短视频打赏功能，就是为像
刘金银这样的视频达人提供一个用户
驱动的变现方案，并通过培训计划，提
高他们小视频创作质量。所以，“火苗
计划”新闻发布会地点最终选择了刘金
银的家里。

直播捉黄鳝摸泥鳅 合江小伙成网红
半年粉丝量达到8.6万人，创收8万元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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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
者 丁小溪）国务院法制办24日
就《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保护社会公众
合法权益，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
会秩序。

国务院法制办在征求意见稿
的说明中指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
性工程。此次制定条例的总体考
虑是，注重防打结合，打早打小，明
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机制，同时
将行政处理与刑事司法程序相衔
接，分别施策。

为实现处置非法集资防打结

合、打早打小，意见稿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应当加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
作，建立监测机制，加强信息共
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广告监督管理，完善监测措施，查
处非法集资广告。互联网管理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互联网
信息传播的监督管理，查处非法集
资信息传播行为。金融机构、非银
行支付机构应当建立非法集资监
测预警机制，加强对可疑资金的监
测，及时报告非法集资线索。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举报
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涉嫌
非法集资行为。

我国拟修订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加大防范处置非法集资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8月24日晚，由敦
煌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时间拓扑 西遇霞光》
展在位于南滨路的原·美术馆举行开幕式。两部

“重磅”动画片《莫高霞光》《夏虫国》，以及700张
以敦煌壁画古法制成的泥板画，在这场综合艺术
展上亮相。

展览现场循环播放的《莫高霞光》《夏虫国》均
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青年艺术家汤柏
华执导。其中，动画片《莫高霞光》讲述的是唐贞
观年间，28岁的大唐和尚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
西行，以无比坚韧的意志，超越身体的极限，终于
走出莫贺延碛的故事。

为什么用这么“笨拙”的方法拍一部只有7分
钟的动画作品？汤柏华表示，自己是想用这样的
方式向敦煌致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致敬。

另一部时长17分钟的动画片《夏虫国》完成
于2014年，其画稿绘制于石膏板上。该片在国际
影展上大获好评，先后入围第60届奥伯豪森国际
短片电影节、第24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
第68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第7届波兰国际动画
电影节……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2日，免费对
公众开放。

原·美术馆举行
《时间拓扑 西遇霞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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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晨 实

习生 王昭熙） 您曾经是工人
吗？您是三代工人之家的子弟
吗？您珍藏着跟工业有关的老照
片吗？8月24日，记者从位于大渡
口工业厂区内的重庆工业博物馆
获悉，该馆在持续征集重庆工业文
物展品的基础上，从即日起启动重

庆工业老照片全城征集活动。只
要契合“工业”主题，具有一定历史
价值、纪念意义及行业代表性的工
业老照片，都符合征集范围。

“每一块钢铁就是一个时代
血与火的缩影，一物一件，都有工
业留存的时代印记。”据重庆工业
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

动旨在面向全社会征集重庆工业
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意义、有故
事的工业老照片，也包括相关的
音像资料、生产生活物品等。该
负责人称，“一方面，通过社会广
大群体力量，征集更丰富的展品，
可以充实重庆工业博物馆的展陈
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宣传工业历
史文化，可以激发大众参与博物
馆事业的自豪感，共同为重庆工
业历史留存一份真实的记忆。”

据了解，即日起，市民关注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微信公众
号，进入公众号点击“博·识”菜
单，再点击“老照片征集”，即可上
传作品，前100名提供有效信息
者可获得该馆纪念版环保袋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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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第10万辆长安牌汽车下线。

为重庆工业留存

真实记忆
重庆工业博物馆征集工业老照片

本栏图片均由重庆工业博物馆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强雯 黄
婴 陈虹）“你要是喜欢精典书店
的书，办一张借阅卡就可以借回
家。”24日，记者从精典书店了解
到，该书店与南岸区图书馆携手
合作，开展惠民阅读活动，打造市
民“悦读”生活。

据了解，精典书店陈列的图
书在20万册左右，其中科学、美学
类图书占比不断增加。南岸区图
书馆现有藏书40万册，在全区建
有100个分馆。精典书店创始人
杨一说，目前，精典书店与南岸区
图书馆已开展合作，市民只要在
南岸区图书馆或精典书店办理一

张借阅卡，即可实现两者图书的
“通借通还”。

62岁的退休老人毕大为是精
典书店的常客，他说，自从在精典
书店办理了借阅卡后，还书看书更
方便了，“书店里布置的儿童空间
非常温馨，时常还举行一些文化互
动活动，现在，小孙子经常跟我来
书店看书，游戏也不爱打了。”

“在精典书店看书，非常惬
意，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
方。”家住南坪的白领胡芳坦言，
每周她都会来精典书店坐上几个
小时，“这里的气氛非常文艺，让
人陶醉。”

精典书店与南岸区图书馆携手打造“悦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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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网信息入侵、攻击的加剧，电
网信息安全防护建设日益紧迫。根据国
网公司总体部署，重庆电力加强信息安
全“蓝队”队伍建设，强化信息安全防御
管理，保障电力信息通信畅通稳定。

重庆电力信息“蓝队”作为雷达兵
和工程兵，监测电网信息攻击行为，修
筑电网防御工事，持续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电网信息安全防卸水平，保障电网
信息通信安全畅通。信息安全“蓝队”
以“强基础、深技术、重实效、抓队伍”为
思路，积极构建新型网络信息安全防御
保障体系，加快落实安全防护技术措
施，重点强化信息系统基础防御与安全

加固，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提升公司安
全内控管理能力。

目前，重庆电网信息安全“蓝队”经
过持续强化培训和实战演习，专业实力
快速提升，二季度挖掘出高危漏洞9个，
并成功防御勒索病毒侵袭；组织参加中
央企业网络安全技术大赛，1人获个人
赛第一、团体赛第二。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表示，信息安全
“蓝队”将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持
续工作创新，以实战比武为基础，建立
传帮带机制，构建网络信息安全防御
保障体系，提高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杨渝海 黄健

加强“蓝队”建设 提升电网信息安全防御水平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24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

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为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7日（10个
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17年8月25日—2017年8月31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
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
传真：89181941，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邮编：401147。

序号

1

项目名称

固体废物处理
项目（医疗废
物处理）

建设地点

重庆市丰都
县高家镇金

家坪村

建设单位

重庆安康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受理日期

2017年8月22日

渝（市）环评公告〔2017〕29号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袁立果 机构编码：000020500224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中南路509号A幢第2层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中兴东路613号潜能燃气大厦12楼
成立日期：2004年08月04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45632288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

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
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
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7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3 日电
（记者 林小春）中国科学家23日
报告发现一种小分子化合物，能帮
助抗癌病毒更有效地杀死肝癌细
胞，其效果就好像给制导导弹绑上
了“烈性炸药包”。这为治疗全球
第二号癌症杀手——肝癌带来了
新希望。

专杀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
害的病毒被称为溶瘤病毒。世界
上最早的溶瘤病毒报告出现在
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发现一名
子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病
毒后，肿瘤随之消退。2005年，
中国批准将溶瘤病毒H101用于
治疗难治性晚期鼻咽癌，这是世
界上第一个由官方批准的溶瘤病
毒药物。

中山大学颜光美教授团队当
天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报告了在溶瘤病毒M1研究上取

得的重要突破。M1病毒是1964
年在海南蚊虫上首先发现的，它对
人不致病，只在马和猪之间传播。
2004年，研究人员在一次实验中
偶然发现，M1病毒可将大鼠身上
的胶质瘤溶解掉。

为提升M1病毒的抗肿瘤效
果，颜光美团队在筛选了数百种临
床抗肿瘤小分子化学药物后，发现
一类靶向内质网相关降解通路
（ERAD）的小分子化合物能将
M1病毒的抗肿瘤活性增强3600
倍，而且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颜
光美团队将这种增效方式称为“精
准增效”。

研究人员联合应用低剂量的
M1病毒和这种增效剂，发现能将
患人类肝癌的小鼠生存期延长一
倍以上。在接近人类的食蟹猴上，
M1和增效剂的联合应用也表现
安全。

中国科学家给抗癌病毒绑上“烈性炸药包”

为治疗全球第二号癌症杀手——
肝癌带来了新希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实习生 文一普）记者8月24日
获悉，市红十字会正在筹建“重庆
市红十字运动展览馆”，现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相关史料、藏品。凡是
自愿捐赠者，市红十字会将对捐赠
方颁发“重庆市红十字运动展览馆
收藏证书”。

征集范围为：与重庆市红十字
会有关的重要人物、事件、团体的
实物与史料；反映红十字运动在重

庆发展的实物与史料；反映与“人
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相关的
实物与史料；海内外各界人士拍
摄、收藏的反映重庆市红十字会建
会以来的影像资料和报刊杂志等
物品。

征集种类包括日常用品、
文献图书、徽章证件旗帜、邮
品、音像制品等。有意者可直
接致电市红十字会电话：023-
67084680。

市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征集“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