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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地址的乌
镇，最主要的景区是由中国青年旅行社
投资建设的西栅。几年前，中国青年旅
行社被光大集团整体收购。而光大在重
庆也有不少项目，包括马上金融、大融城
等。3年前，光大控股还在渝投资了一
个人工智能项目——重庆特斯联，如今，
特斯联已发展成为智能物联网领域的

“独角兽”。
在本届互联网大会上，光大控股董

事总经理、新经济负责人艾渝在受邀参加
的几场论坛上以及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均重点谈及在重庆的投资项目。他表示，
重庆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方面的努力，正
在为互联网投资者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

艾渝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发展方
向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而资本关
注的重点，并非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
产业应用。后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生
产领域的智能制造，二是智慧城市建设。

就智能制造而言，重庆拥有较为发
达的传统制造业，汽车和笔电两大支柱
产业的产值都在6000亿元左右。在越
来越激烈的竞争中，传统制造业亟须通
过流水线乃至整个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
造，来提升产品精度和运营效能。艾渝
认为，重庆制造业这种迫切的市场需求，
足以培育一批人工智能企业。

宗申在此次互联网大会上展示的新
成果，印证了艾渝的判断。会上，宗申这
家老牌重庆制造企业投资的忽米网，发
布并上线了全国首个针对工业领域的云
生态产品——忽米云，后者能为各类工
业企业提供弹性计算云、云储存、数据

库、应用安全、企业智能、物联网等80余
项云计算，通过弹性计算能力有效帮助
工业企业降低运维成本。根据华为在
2017中国光网络研讨会上的预测，2025
年100%的企业将采用云服务，85%的企
业应用将云化。

就智慧城市而言，以特斯联为例，
不到3年，这家重庆企业就在全国30个
省份的70座城市实现落地服务智能项
目逾8300个，覆盖物业面积近7亿平方
米，覆盖人口超过千万。10月，特斯联
获得包括IDG在内的三家资本共计12
亿元人民币融资，这是该行业迄今为止
额度最大的单轮融资。艾渝认为，特斯

联的飞速成长，从侧面显示出重庆为人
工智能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创业土壤
和巨大商机。

重庆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将为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对
于一个产业而言，政策的主导推动，就是
最大的资源”，艾渝以人脸识别这项技术
的商业化应用为例说，这项技术本身其
实早已成熟，但以前不能大面积使用，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本高。而政府主导智
慧城市建设，企业接到的订单量就会非
常大。大规模使用，让人脸识别成本降
低了60%。

渝企投资方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点赞重庆——

这座城市不断为互联网投资者创造机会
重庆日报特派记者 吴刚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7 日电 （记
者 周舟）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
JT610航班10月29日坠海，由于失事
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 737
MAX型客机，波音公司6日发布声明回
应了有关该型号飞机存在问题的说法。

声明说，印尼方面称该航班所用

波音737 MAX飞机上某个迎角传
感器出现了问题。

迎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飞
机必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飞行，否
则可能有失速的风险。迎角传感器是
测量飞机迎角的装置。

波音公司说，针对上述说法，波音

已经发布了一份面向飞机操作人员的
公告，指导他们在遇到迎角传感器出
问题时，应如何根据程序操作。

声明还说，对狮子航空公司
JT610航班空难的调查还在进行，波
音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根据有关方
面的需要而提供技术支持。

波音 737 MAX是波音 737的
衍生机型，目前全世界许多航空公司
都在使用这种飞机。

波音发布有关印尼失事飞机的声明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1月8日
20点，2018年重庆消防网络晚会举
行。晚会通过消防科普动画、活泼的
互动实验、脑洞大开的消防新闻串烧、
感人至深的消防人物故事等，把消防
安全知识生动细腻地展示出来。

重庆消防网络晚会由重庆市委宣
传部、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消防安
全委员会主办，重庆市消防总队、重庆

华龙网集团承办，通过全市各新闻网
站、电视台、中央驻渝新闻网站、全市
网络媒体、全市各大商圈户外LED屏
以及全市近5000块“119信息在线”电
子屏等同步播出。

“火灾中烟的颜色不一样，火情和
破坏力也各有不同。通常情况下，黑
烟温度最高，此时的火也最猛烈，是火
灾中最危险的时期；火场出现灰烟时
不可轻视，极有可能为高温待燃闷烧
状态；出现黄绿烟，说明燃烧的物质毒

性很强，这时切勿靠近火场，以防止中
毒导致重度昏迷。”晚会通过科普动
画，教大家辨别火情，作出正确判断。

“如果火势封堵逃生通道，说明已
经错过最佳逃生机会，这时你得退回
室内，封堵门窗缝隙，防止烟雾进入，
并到窗口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等待
救援。”晚会上，消防人员教导广大群
众，遭遇火灾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辨
别现场情况，选择合适的逃生方式。

据悉，截至10月31日，今年全市
共发生电气火灾1502起，占全市火灾
总数的37.2％。另发生人员密集场所
火灾1762起，交通工具火灾420起，
高层建筑火灾105起，共出动消防人
员56.8万余人次。

发生火灾如何选择逃生时机？

重庆消防网络晚会生动宣传消防安全
关注119消防宣传月

美国司法部长杰
夫·塞申斯 11 月 7 日
表示，他在总统特朗
普要求下辞职。在美
国中期选举选战最后
阶段“消声”的“通俄”
调查再起波澜，面临
新的不确定性。2017
年3月，塞申斯被美国
媒体曝出曾在大选期
间会见时任俄罗斯驻
美大使，随即主动选
择回避关于俄罗斯涉
嫌干预美国选举的调
查。一年多来，特朗
普对塞申斯回避调查
屡次公开表示不满。

这是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美国匡蒂
科拍摄的特朗普（左）
和杰夫·塞申斯的资
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美司法部长应特朗普要求辞职
“通俄”调查再起波澜品牌活动覆盖民政局网点数量逐年快速增长

2014年至今，收到祝福新人数与现场预定宴席数同步高速增长

过去5年
超过 10万新人收到
喜酒祝福

各大喜庆的节日，是
新人们扎堆领证结婚的
时候。当今随着网络文
化的盛行，各大网络节日
反而成了许多年轻人结
婚择日的上选。在这些
节日，民政局门外总能见
到排队领证的长龙和各
类喜庆产品的推广，其中
有着“优选喜酒”之称的
泸州老窖六年窖可谓佼
佼者。每年的“双十一”、

“214”情人节、“520”、七
夕等节点上，全国各地多
处民政局都能见到泸州
老窖六年窖的倩影。大
型公益活动“结婚领证送
祝福”已持续多年，在别
有意义的新婚节点将喜
酒赠与新人，为他们的喜
庆 时 刻 增 光 添 彩 。 自
2013年开始，此项活动已
在全国700个民政局举办
了2000多场，超过5万对
新人收到喜酒祝福，现场
预定喜宴近 6000 场，超
过200万人通过这些喜宴

直接或间接感受到“优选
喜酒”的喜庆魅力。

自2005年上市以来，
泸州老窖六年窖坚持“顺
文化”品牌理念，以“一路
顺，六六顺”为品牌主张，
旨在让消费者分享优质产
品的同时，祈盼成长顺、学
业顺、爱情顺、事业顺、家
庭顺、健康顺等给予消费
者最真挚的“六六顺”祝
福，主攻喜庆宴席消费，为

老百姓婚嫁添丁、福寿年
高、喜庆团圆、金榜题名、
事业成功、乔迁新居等“喜
庆时刻”喝彩。

多重礼遇“双十一”
打造“顺文化”白酒

正是因为“顺文化”理
念，在已销售的泸州老窖
六年窖产品当中，70%用

于庆功、婚宴、寿宴、升学
宴、团圆宴及节日庆祝等
喜庆活动，品牌形象早已
深入人心，获得了中国大
众宴席市场消费者、行业
媒 体 的 一 致 认 可 。 自
2010年起，泸州老窖六年
窖连续8年荣获全国主流
报媒推荐“消费者优选喜
酒”。

在产品的开发和升
级中，泸州老窖六年窖
不断听取消费者心声，
让产品本身也充满“顺”
的韵味：“柔顺醇和，丰
满圆润”，更加符合现代
人健康饮酒、轻松饮酒
的消费需求。

“今年的‘双十一’，泸
州老窖六年窖将一如既往
地开展‘结婚领证送祝福’
活动。届时更有‘微信集
赞’、‘超值购酒’等多重礼
遇，为‘光棍节脱光’的新
人们送上诚挚祝福。我们
将坚持不懈地把这一品牌
活动延续下去，为万千喜
事增光添彩。”

喻雪梅
图片由泸州老窖提供

今年“双十一”
泸州老窖六年窖送大礼助你结婚

为推广喜酒文化为推广喜酒文化，，六年陈在全国持续开展结婚送祝福活动六年陈在全国持续开展结婚送祝福活动

新华社杭州 11 月 8 日电 （记
者 张泉 魏董华）《世界互联网发展
报告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8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
元，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达
55%。

报告指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
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
力量。2017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12.9万亿美元，美国和中国位居全
球前两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保持快
速增长势头，交易额达2.3万亿美元，
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新兴市

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信息基

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技术取得
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网络空间
日渐清朗，网络文化日益繁荣。截至
2018年6月，中国4G用户渗透率进
入全球前五，5G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
队，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
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内容包
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数字
经济、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媒体、网
络安全、互联网法治建设、网络空间国
际治理等8个方面，是互联网领域最
新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救援衔条例》的配套行
政法规，是消防救援衔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防救援衔
标志式样、佩带办法、缀钉、更
换收回、制作管理等作了规定。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总
监、副总监、助理总监衔标志由
金黄色橄榄枝环绕金黄色徽标
组成，徽标由五角星、雄鹰翅
膀、消防斧和消防水带构成；指
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金黄色
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
高级消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
级消防员中的三级消防士、四
级消防士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
和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交
叉斧头、水枪、紧握手腕和雄鹰
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衔标志
为金黄色横杠。

《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
志佩带在肩章和领章上，肩章分
为硬肩章、软肩章和套式肩章，
硬肩章、软肩章为剑形，套式肩
章、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
面为深火焰蓝色。消防救援人
员着春秋常服、冬常服和常服大
衣时，佩带硬肩章；着夏常服、棉
大衣和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佩带软肩章，
消防员佩带套式肩章；着作训服
时，佩带领章。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
员晋升或者降低消防救援衔
时，由批准机关更换其消防救
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
由批准机关收回其消防救援衔
标志。消防救援人员的消防救
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门负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
和个人不得制作、仿造、伪造、
变造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
标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
衔标志相类似的标志。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消防救援衔
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

新华社广州 11 月 8 日电 （记者
胡喆 孟盈如）8日正在举行的第12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
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
究所（中国电科 14 所）研制的首部单光
子检测量子雷达样机亮相，该雷达突破

同类雷达的探测极限，首次实现远程探
测。

量子雷达探测技术是近年来国内外
的研究热点，在雷达探测与成像识别领
域具有潜在的重要应用价值。量子雷达
利用量子态作为信息载体，能有效降低

系统功耗，可应用于多种轻型平台，丰富
探测手段，提高对目标的探测性能。

中国电科14所介绍，目前，雷达完
成了量子探测机理、目标散射特性研究
以及量子探测原理的实验验证，并且在
外场完成真实大气环境下目标探测试

验，实现了百公里级探测，探测灵敏度极
大提高，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取得阶段
性重大研究进展与成果。

据悉，利用量子态所具有的特性，有
望解决传统雷达在低可见目标检测、电
子战条件下的生存、平台载荷限制等诸
多瓶颈问题，从而全方面提升雷达的各
项性能指标。

“在量子雷达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具
备了量子雷达系统设计、系统研制以及
实验验证的初步能力，为后续进一步开
展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中国电科14所相关专家说。

我国首部单光子检测量子雷达样机亮相珠海航展
突破同类雷达的探测极限，首次实现远程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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