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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⑧

近期，美国领导人指责中国舰船
逼近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声称“两
舰相距最近时不到45码”，摆出一副受
了惊吓的委屈样。但美国领导人在

“讲故事”时却对全世界选择性回避了
另一组关键数据：两舰靠近的那片海
域，距中国固有领土不到12海里，距美
国西海岸的最近距离超过7500海里！

究竟是谁咄咄逼人地逼近对方？
答案不言自明。

在南海问题上，过去几年，美国使
尽各路招数，但不外乎三种套路。

套路之一：打着“航行自由”的
幌子，招摇海上、炫耀武力，制造军
事紧张。

去年5月、7月、8月、10月、11月以
及今年 1 月、3 月、5 月、9 月，美军“杜
威”号、“斯坦塞姆”号、“麦凯恩”号、

“查菲”号、“哈尔西”号、“桑普森”号、
“霍珀”号、“马斯廷”号、“希金斯”号、
“安提坦”号、“迪凯特”号等军舰多次
非法进入中国南沙、西沙、中沙岛礁12
海里以内海域，无一不是打着“航行自
由行动”的旗号。

但事实是，长期以来，每年大约10
万艘各类船只在南海航行从未遇到

“不自由”的问题，正是南海的自由航
行传统支撑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海上贸
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没有加
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一个
抢在各国完成《公约》谈判前订立美版

“航行自由计划”的国家，如今却处处
打着《公约》的旗号裁定他国的海上行
为，而从不认为自己有遵守《公约》的
必要。美国的做法本质上是以武力胁
迫为手段，把自己对于国际法的片面、
错误的理解强加于人。

这种“航行自由”，实为横行霸道！
套路之二：依仗话语霸权，罔顾事

实、造谣生事，制造舆论紧张。
一边骄纵横行，一边指鹿为马。

在多个国际和地区会议上，美国不断
制造话语炮弹，妄言中国在南海搞“军
事化”，对中国岛礁建设指手画脚，横
加指责。

在美式霸权逻辑中，美军在南海
部署先进炮舰和轰炸机不是军事化，美国海军在南海搞常
态化战略威慑不是军事化，美军在南海进行频繁的抵近侦
察和情报收集不是军事化，美国在南海开展大规模军事演
习不是军事化，美国大幅加强在西太平洋的机动军事力
量、强化前沿军事部署不是军事化，唯有中国进行岛礁建
设是军事化。

可笑的是，常以“法治国家”自居的美国，此刻又一次
选择性失明，避而不谈中国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和平建
设，避而不谈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领土上部署防御设施是
不可剥夺的当然权利，避而不谈“军事化”标签不适用于主
权国家领土。

套路之三：经由各种渠道的渗透，挑拨离间、散布威
胁，制造外交紧张。

在南海及周边区域，美国不仅在军事上秀肌肉，在舆
论上摇唇鼓舌，而且还暗中挑拨离间，散布“威胁论”，妄图
制造外交摩擦。长期研究东南亚地缘政治的西方学者约
瑟夫·托马斯和托尼·卡塔卢奇今年以来各自发表多篇文
章指出，美国在指责俄罗斯试图影响其总统选举时，却常
态化地干涉着东南亚多国的内政和选举。东南亚国家的
对华姿态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是美国决定是否
对这些国家采取行动的唯一标准。《南华早报》最近一篇文
章指出，美国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想逼着东南亚国家在南海
问题上“选边站队”。

对于美国耍出的“花活”，南海周边国家心明如镜。美
国知名海洋政策专家马克·瓦伦西亚发表文章指出，美国
试图制造一种东南亚欢迎美军在南海刷存在感的假象，但
事实是，东盟国家对美国军事介入南海保持警惕。印度尼
西亚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甚至直接告诉美国，域内国家
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不需要域外国家的介入。

看破美国的三种套路，便可发现，是心态在作祟：正是
心态不平衡，才想要“再平衡”；正是心里不自信，才散布

“威胁论”。
过去两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见证了“南海行为准

则”的磋商进展，见证了南海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见证了
有关各方积极探讨合作和共同开发，见证了有关各方在管
控和解决争议问题上相向而行的积极态度。南海地区各
国共同打造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的决心、信心和
诚心，正是对兴风作浪者最好的回击。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吹拂着欣欣向荣
的乡村。

10月18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一周年。这一年里，广
大农村干部群众辛勤耕耘，农业发展硕果累
累，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正在渐次展
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希望洒在金色田野
——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董峻 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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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突然发现手机信号从4G降为
2G，接收来自银行、支付宝和移动公司的
各类短信验证码。随后，银行账户被转
空、支付宝余额被转走、手机自动订购了
一堆无用的增值业务……近期，全国多地
发生利用短信嗅探技术窃取钱财的案件，
有的涉案金额逾百万元。“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网络兜
售相关技术及设备。

今年8月，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向警方
和相关金融机构报案：凌晨2时至5时，手
机先后收到100余条来自支付宝、京东金
融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短信验证码，相关
账户内的余额及绑定银行卡内的余额全
部“凭空蒸发”。

事后经安全技术专家鉴定，认为这是
一起较为典型的利用短信嗅探技术实施
财产侵害的案例。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技术专家何延哲介绍，短信嗅探
技术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

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
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短信内容。这其中就
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移动运
营商的短信验证码。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除了盗取用户金
融账户内的资金外，短信嗅探技术还可以
截获移动运营商给手机用户发送的验证
码，用来办理各类增值扣费业务，从而盗
取手机用户的话费。

这些非法设备从何而来？记者在互联
网和社交软件搜索，发现大量嗅探设备交易
帖和交流群。根据一篇交易帖的指引，记者
添加了尾号为0960的QQ用户。对方称，

只需要8500元即可将盗取话费的全套设备
软件卖给记者，盗取支付宝账户余额的相
关设备则需2万元，并承诺将通过傻瓜式
教程“包教包会”。有卖家提醒记者，要遵
守“行规”。例如，在盗取他人话费时，一天
盗取的话费上限不能超过3000元。

如何避免遭受利用短信嗅探技术窃
取钱财的情况？腾讯安全玄武实验室负
责人于旸建议，用户可以要求运营商开通
VoLTE功能（一种数据传输技术），让短
信通过4G网络传输，防范无线监听窃取
短信。

于旸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存在一个

“不可能三角”，即无法同时实现安全、便
捷和廉价三个要素。从目前的案例来看，
被多数金融机构采用的基于账户登录密
码和短信验证码的“双因子安全认证”虽
然方便，但在该环境下有失效风险。

业内专家建议，通信运营商应考虑加
快淘汰2G网络技术，确保用户的短信和
通话内容不被他人截获窃取。此外，在

“双因子安全认证”出现漏洞的情况下，专
家建议包括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内
的金融机构应加强安全因子的多重验证，
推出更为完善可靠的校验手段。

（据新华社10月18日电）

窃取验证码盗刷银行卡、恶意扣话费

警惕手机短信嗅探犯罪
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何凡 许茹

蓬安嘉陵江上演“百牛渡江”奇观

快读

深圳：住房建设用地需在出让1年内
开工 4年内竣工

➡今后5年内，深圳市主体功能为住房类建设
项目应在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1年内开工建设，4年内竣工。这是记者从深圳市
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17日印发执行的《深圳市建
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试行）》中了解到的。

A股各指数跌逾2% 沪指失守2500点

➡18日大盘低开低走，A股各指数跌幅均在2%
以上，上证综指失守2500点。

“恶意芯片”报道具名专家：彭博断章取义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前些时间报道称，苹
果、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的产品都被中国植入一
种“恶意芯片”。文中消息源之一、美国安全专家
乔·菲茨帕特里克批评该文“断章取义”，他17日通
过电子邮件回复新华社记者说这篇报道使自己“身
陷窘境”。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约800
亿吨油当量

➡18 日在天津举行的 2018（第二十届）中国国
际矿业大会上，《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2018》正式发
布。据报告显示，初步预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量约800亿吨油当量。 （据新华社）

本报四川省蓬安县专电 （记者 龙
丹梅）奔涌不息的嘉陵江水孕育出的不仅
是雄奇的自然景观、厚重的历史文化，发
源于嘉陵江畔的农耕文明也独具风情。
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随大型纪录片
《嘉陵江》及系列跨媒体行动嘉陵江文旅
考察团在四川蓬安县采访时，就见到了当
地“百牛渡江”的奇观。这个发源于当地
农耕文明的生态奇观，已成为蓬安嘉陵江
上的别样风景。

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蓬安县
相如镇油房沟村的嘉陵江边看到，100多
头水牛聚集在江边的栅栏边，等待着赶牛
人打开栅栏门。栅栏门打开后，水牛们迈

腿走向水边。不少水牛因微凉的水温而
停住了前进的脚步。这时，一头体型较大
的水牛勇敢地朝水中走去。当地人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它就是这群水牛的头牛。
头牛入水，逐渐适应水温后，领头朝江对
面游去。其余的水牛见状纷纷跟着下
水。入水后的牛群还会变换队形，蔚为壮
观。大约10分钟左右，牛群便游到了江对
岸的太阳岛，上岸寻水草丰美处觅食。

“百牛渡江”的生态奇观是怎样形成
的呢？当地导游介绍，嘉陵江在流过蓬安
县城后，由于江水的冲刷、泥沙的沉积，
在油房村对面形成了2个巨大的江中岛
屿，太阳岛和月亮岛。岛上水草丰美、白
鹭飞翔。而相如镇油房沟村过去是水稻
产地，当地农民有养殖水牛耕地的习惯。
过去，嘉陵江油房沟村段水位不高，牛儿
们每天都蹚水走到对面太阳岛上吃草。

但1994年以后，马回电站下闸蓄水致嘉
陵江水位升高，仅靠蹚水已经无法过江
了。只能每天结伴游到太阳岛上吃草。
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每天日出渡江上岛，
日落涉水归栏的习惯，也形成了这种“百
牛渡江”的生态奇观。自2010年起，蓬
安县将百牛渡江作为重要景观项目打
造，每年4月底到10月中旬，相如镇油房
沟村嘉陵江段都会举行嘉陵江放牛节，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

尽管“百牛渡江”景观独特，但作为旅
游产品却略显单一。对此，蓬安县县长崔
竹君表示，蓬安县将在从县城到百牛渡江
景点大约10公里路程内打造4个旅游节
点，丰富旅游产品形式。同时，蓬安县地
处嘉陵江中游，奔涌不息的嘉陵江蜿蜒蓬
安89公里，造就了蓬安丰富多样的自然生
态，孕育了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蓬安县
将持续抓好嘉陵江生态环境的保护，推进
嘉陵江流域生态屏障建设，让嘉陵江一江
清水永续奔流。

扫一扫 就看到

希望洒在金色田野

重庆市环保局遗失人民村30号3-1

房产证，（公人1240）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8〕17号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
年10月19日12:00-2018年11月16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
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www.cqgtfw.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8028采矿权出让人：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巫溪县春

申大道158号，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23-51526974；
二、交易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二）网上交易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书，凭CA数字证书登
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进行报价。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
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电话：
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os.ezca.org:8001/easyca/netpay/，
或关注“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
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
交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
现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
16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
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五、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确认书向采矿权出让

人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逾期未提交申请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
任。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
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
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
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
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
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七、其他重要提示：序号GC18028采矿权为已建矿山，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出
让文件，矿山相关详细信息可在报名前进行现场踏勘了解。

序号

GC18028

采矿权名称

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二社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巫溪县上磺镇梨
树坪村二社

矿种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
坐标

详见《网上交
易出让文件》

储量
(万吨)

551.1

开采面积
(平方公里)

0.0617

开采
标高

+1085米
至+101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1

出让年
限（年）

9.48

出让收益底
价(万元)

774.63

保证金金额
（万元）

185

近几年来，白酒行业在经历
了深度调整后迎来强势复苏。素
有“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也
在大浪淘沙后于2017年重回百
亿元阵营。在新的市场环境下，
泸州老窖定下了“重回行业前三
甲”的宏伟目标。

20亿元的市场布局
抢抓财富机遇

泸州老窖头曲系列，位列泸
州老窖五大战略单品之一，畅享
中国近70年，一直是“老百姓喝得
起的好酒”。在总公司“前三甲”
的宏伟目标下，泸州老窖博大酒
业营销有限公司正式下达了头曲
类（含六年窖头曲），在2019年实
现20亿元的市场布局任务。

目标既定，机遇与挑战并
存。作为泸州老窖头曲系列中专
注于宴席市场的大单品，泸州老
窖六年窖即将迎来新的一轮迅速
增长。为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博
大酒业势必将各项资源往泸州老
窖六年窖靠拢，这将是泸州老窖
六年窖的一次重大机遇。

“一路顺 六六顺”
引领喜宴风潮

自泸州老窖六年窖2005年
上市以来坚持倡导“顺”文化，以

“一路顺，六六顺”为品牌主张，
“尊者头，六者顺，智者鸿运当头，
勤者先拔头筹，福者偕老白头”的
核心内涵精准表达了这支大单品
对“顺”文化的诠释。产品秉承泸
州老窖传统风格，具有“口感柔顺
醇和，酒体丰满圆润，陈香突出，
香味协调”的典型风格。泸州老
窖人以十几年的匠心坚守，将泸
州老窖六年窖打造成为“中国顺
文化第一白酒品牌”。

正如泸州老窖博大酒业头曲
事业部南区总经理刘雪松所言：

“泸州老窖六年窖坚持倡导‘顺’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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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六年窖给予消费者最真
挚的‘六顺’祝福。六年窖不遗余
力地传递‘一路顺，六六顺’，为老
百姓婚嫁添丁、福寿年高、事业成
功、乔迁新居等‘顺时刻’喝彩。”

“中国顺文化第一白酒品牌”
的打造过程，是用数百场别具一
格的体验式营销铺就而成的：“我
们结婚吧”大型公益活动，在每年
的214、520、七夕、双11等节点，
于全国各地民政局见证千千万万
幸福时刻；“集体婚礼”活动在山
东、辽宁、河北等地举办了数十
场，每场邀约66对新人参加，气势
宏大，美名远播；“幸福启航·马尔
代夫之旅”活动，每年抽选66对消
费者免费畅游马尔代夫；“学子星
计划”公益活动，为广大学子提供
数以万计的社会实践机会，为学
子顺利进入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10余年来，发展中的泸州老
窖六年窖合纵南北、风靡东西，

凭借对“顺”文化的深度挖掘，对
宴席市场的持续发力，以及多元
化的体验式营销，已被中国大众
宴席市场消费者及行业媒体一
致认可，自2010年起连续8年荣
获全国主流报媒推荐为“消费者
优选喜酒”。

携手泸州老窖
共享财富盛宴

在20亿元的宏伟目标催化
下，泸州老窖六年窖将持续市场发
力，在巩固原有营销战略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品牌建设、
渠道建设、消费者培育等，坚持并
巩固“中国顺文化第一白酒品牌”
的市场定位，造就新一轮财富盛
宴。

在此，泸州老窖六年窖头曲
诚邀合作伙伴，实现品牌与财富
的双赢，共同书写“顺”文化白酒
的价值传奇。

泸州老窖头曲20亿市场布局
掘金优选喜酒新一轮财富盛宴

喻雪梅
图片由泸州老窖提供

柔雅型口味更加柔和，适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

蓬安“百牛渡江”奇观。
通讯员 文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