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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潮涌，安徽更新。
GDP首次突破3万亿元，高新产值

首次突破1万亿元，空气PM2.5平均浓
度首次降至49微克/立方米……党的
十八大以来，安徽高质量实施五大发展

行动计划，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多个新
突破。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兴未艾，我们要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
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徽正深入贯彻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下好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三步棋”，激活
发展内生动力，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重要增长极。

（据新华社合肥11月12日电）

江 淮 激 荡 创 新 潮
——来自安徽高质量发展一线的报告

新华社重庆 11 月 12 日电 （记
者 韩振）“网红”直播“带货”，成为时
下网络销售新潮流。在重庆，当地土特
产也在“网红”直播的带动下，走上全国
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为农村地区群众带
来收益。

做网络直播3年，“80后”张小江
今年第一次在重庆过“双11”。他负责
的“为美味而生”直播间，今年“双11”
销售目标是突破500万元。这意味着，
这间直播间每分钟卖货约6000元。

这些货，主要是重庆本地土特产，
包括水果、鸡蛋、粉丝、榨菜、牛肉等品
种。“我们主打美食直播，目前粉丝量达
40多万。”张小江说着，将记者带到“为
美味而生”直播间。一个巨大的显示屏
上，显示当前观看人数是44万余人。

直播间内，“网红”主播“吃货妹妹”
正在给粉丝推介一款菌菇。邻家女孩
形象，加上绘声绘色的专业解说，让她
具有很大的“带货”能力，仅她这一个直
播间，每年带来的效益高达五六百万
元。

“从早上七点开始，到现在已经做
了3场直播，还有几场直播要做。”“吃
货妹妹”谢筱箐告诉记者，她今天要给
160多个产品做推广，其中绝大部分是
产自农村的生态农产品。这个“90后”
姑娘3年前还是四川自贡一家快餐店

的经理，现在却成为一名美食“网红”。
“过去，一些农产品因为销售渠道

不畅，很难为群众带来收益。现在通过
直播销售，短时间内能带来很大的销
量。以涪陵榨菜为例，每次直播我们能
帮当地卖上吨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通
过直播平台，将涪陵榨菜的品牌传播出
去。”张小江说，今年1月他们从四川自
贡搬到重庆以来，已经为奉节脐橙、涪

陵榨菜、南门红糖等本土品牌做过推
广。

最令张小江引以为豪的，是为重庆
火锅底料做直播推广。“去年，我们销售
单个品牌火锅底料达150万千克，销量
在淘宝网排名第一。火锅底料作为一
种产品，需要一些农产品作为原料，最
终也将让农村地区的群众获益。”张小
江说。

“我们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是服务
费和佣金，但只要跟脱贫攻坚有关的直
播推广，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连
车旅费也自己承担。”张小江说。

3年前转行做网络直播，最初的团
队只有2人，现在张小江的团队已达到
30人，随着知名度和营业额快速扩大，
如今张小江已不再满足于仅活跃在“线
上”。今年开始，他们以网络直播平台
为牵引，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全产
业链条，比如投资火锅店、农产品加工
厂等，并把直播间搬到那里。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把农产品
卖出去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希望有一
天能将直播间开到田间地头，让更多消
费者了解、喜欢生态农产品，帮助更多
的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张小江说。

“在重庆，像‘为美味而生’这样的
‘网红’直播平台越来越多，比如重庆
‘老坛泡菜姐’陈章蓉，她的一个吆喝可
以卖空滞销农产品，创造百万元的年度
销售额，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名人。”阿里
巴巴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农产品
搭上网络直播新潮流，受益的将是越来
越多的农村群众。

重庆：网络直播带火土特产消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
者 马卓言）在12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11日，美政府不具名
高官称，美方谴责香港最新暴力事件中
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香港警方
和市民都有责任降低和避免暴力冲
突。英国首相府称，敦促各方保持冷静
和克制，英首相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
希望香港当局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大家通过
视频可以看得很清楚，暴徒袭警在先，
警方完全是在依法处置，孰是孰非，一
目了然。无论在世界任何国家，抢夺
警察的枪械，攻击正在执法的警察，威
胁正在执法警察的人身安全，都是绝
对不被允许的，也必然会受到警方的

强力反制。
“我想问问美国和英国的官员，类

似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和英国时，他们的
警察是如何处置的？”耿爽说。

他说，同样在11日，在香港还发生
了一起暴徒将一名公开表达反对意见
的平民点燃的事件，这种令人发指的行
为在广大香港市民当中引起了恐慌和
担忧。如果美英真像他们所称的那样反
对暴力、呼吁克制，他们为什么不对这种
攻击普通平民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发表上述言论的美国政府官员不
具名，恐怕是自己都不好意思具名发表
这样的言论吧？美英此次的貌似公允
再次暴露出他们的是非不分和虚伪面
目，他们的口头正义也再次暴露出他们
的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耿爽说。

外交部：

美英涉港言论再次暴露出
其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于
12日就香港暴徒当街淋烧普通市民
的罪恶行径发表谈话，对暴徒予以最
强烈的谴责，要求尽快缉捕凶犯，依法
惩处。

杨光说，11月11日下午，在香港
马鞍山地区一座天桥上，一群暴徒因
不满一名57岁市民反对他们的破坏活

动而与其发生口角。在对该市民进行
殴打之后，暴徒竟然向其浇淋易燃液
体并点火焚烧，导致该市民瞬间成为

“火人”，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生命危
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的行
径骇人听闻、灭绝人性，是对法律底
线、道德底线、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践
踏。我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
责，对受害市民及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

对香港暴徒当街淋烧普通市民的
罪恶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五大发展”迎来“六个首次”
●下好创新“三步棋”铸造“高质量引擎”
●“扬皖所长”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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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12
日0点，天猫“双11”收官，成交额2684
亿元再次刷新纪录。其中，重庆的交易
额达到57.9 亿元，较去年增长25%。
值得关注的是，重庆商家的对外销售额
达13.9亿元，较去年增长97%。

从区域的交易额排行来看，渝北区
位列全市第一，“剁手力”最强，交易额
10.2亿元。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江北区依次位列其后，交易额分别
为5.5亿元、5.49亿元、5.13亿元和4.8
亿元。

从消费者年龄来看，90后是“剁
手”主力，占41%。其次是80后、70
后、00 后、60 后和 50 后，分别占
28.4%、15%、9.3%、5%、1.3%。

重庆人爱买啥？阿里数据显示，每
个年龄层的喜好各不相同。00后最爱
买裤子、休闲鞋、卫衣、棉衣和手机；90
后最爱买手机、羽绒服、面部护理套装、
裤子和毛呢外套；80后最爱买裤子、羽
绒服、手机、面部护理套装和卫浴用
品；70后最爱买裤子、卫浴用品、羽绒
服、沙发和毛呢外套；60后最爱买裤
子、羽绒服、卫浴用品、毛呢外套和手
机；50后最爱买空调、裤子、沙发、羽绒
服、手机。

天猫“双11”重庆人花了57.9亿
渝北区交易额位列全市第一 90后是消费主力军

11月12日晚，重庆西站，工作人员正在卸载G8595次列车上的快件。为应对
“双11”带来的巨量物流，重庆铁路部门利用高铁动车组、旅客列车行李车等运力
资源，提供物流服务。 记者 龙帆 摄

高铁“新乘客”

第11个“双11”过去了，交易数据
在各大平台上又创造了新纪录。数据
显示，11日全天，阿里巴巴旗下平台交
易额超2684亿元；自11月1日零时至
11日24时，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额达
2044亿元；苏宁易购1小时订单量同
比增长89%。

“双11”显示了强大内需动力，同
时也在转型升级中激发创新活力。

据阿里巴巴集团介绍，2019天猫
“双 11”订单峰值创下新纪录，达到
54.4万笔/秒，是2009年第一次双11
的1360倍。尽管交易高峰期间仍有短
暂的页面和支付拥堵，但相比最初几年
支付成功率较低、物流爆仓，数据技术
驱动下的商业基础设施正在“压力测
试”中快速升级。

背靠着云计算的强大算力，中国唯
一自研的飞天云操作系统发挥了支撑
交易峰值的稳定器作用。据悉，今年

“双11”核心交易系统100%运行在公

共云上。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介绍，为

了支撑“双11”巨大交易量，阿里巴巴
的工程师们搭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
混合云架构，阿里也成为率先将核心
交易系统上“云”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充分利用云计算的弹性优势调度资
源。这些技术正在通过阿里云加速向
外输出。

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说：“双
11带来的都是世界范围内还从未遇到
过的技术难题，只有实现核心技术自主
研发，才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

淘宝及天猫总裁蒋凡说，“双11”
背后是看不见的“超级工程”，今年“双

11”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机协同，机器
智能的深化运用和新零售等的商业创
新，提高了效率，保障了“双11”的平稳
运行。

11日全天，有5亿个消费者在阿
里系电商平台上产生了12.92亿个包
裹。与2009年第一个“双11”从26万
起步相比，物流订单量增长4970倍。

数智物流技术正在为海量包裹的
全球迁徙不断提速。在国内，快递公司
自动化流水线已超过5000公里，数以
亿计的包裹坐上快递“高铁”；在新一代
数字化仓内，超千台各式机器人协同作
业，发货能力提升60%；在各地，菜鸟
智能供应链将500万吨好货加速送给

消费者；在快递网点，菜鸟智能语音助
手帮快递员自动拨打电话；在最后100
米，用户刷脸、扫码秒取快递为客户带
来便捷、智能的服务。

而在跨境物流行业，各家国内快递
企业也瞄准海外新战场。圆通速递董
事长喻渭蛟指出，除了购买12架全货
机开通15条国际货运航线，企业还初
步搭建起连接中国与东亚、中亚、南亚、
东南亚等地的航空货运骨干网络；顺丰
也继续加码国内外运力，实现自有航空
网、快递网、同城网与高铁网形成“四大
网络”高效融合。

新华社记者 张璇 黄筱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2日电）

订单峰值达每秒54.4万笔，全天物流订单达12.92亿笔……

“双11”巨额交易额背后的“超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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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
者 施雨岑）记者12日从教育部获悉，
云南省开远市东城幼儿园近日发生师
生被氢氧化钠液体喷伤的恶性事件，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于第一
时间向云南省教育厅印发重大事项督
办通知，要求该厅会同公安、卫生健康
等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师生，全面排
查校园安全隐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教育部表示，这一事件的发生，说
明校园安全工作还存在疏漏和不足：有
关政策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校园

安全防范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学校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健
全。务必充分认识到校园安全工作的
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时刻紧绷安
全这根弦。

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当
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会同公安、市
场监管等部门切实加大投入，强化学校

“三防”建设，提高校园安全防护能力；
加强“护学岗”建设，优化上、下学重点
时段、重点路段“高峰勤务”机制，切实
保护学生儿童安全。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就云南省开远市
东城幼儿园事件下发重大事项督办通知

全面排查校园安全隐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记
者 侠克 林苗苗）12日晚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
2019年 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
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
已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
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已落实。

锡林郭勒盟两例鼠疫病例在京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