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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达佩斯7月23日电（记者 周欣 张薇 苏
斌）23日，奥运冠军孙杨以 3分 41秒 38获得国际泳联
游泳世锦赛男子 400米自由泳冠军，成就世锦赛该项
目的三连冠，开启了新一轮的自由泳之王征程。他，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泳池边的教练、队友、看台上的
父母、身边的科医人员……他们都助孙杨一步步走
上巅峰。

孙杨夺冠后，在混合区接受完采访回到热身池，
一路走来受到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的祝贺，包
括日本名将萩野公介等人的问候。到了休息区，他
和自己的教练郑坤良、外教丹尼斯握手拥抱，和中国
队的教练员们庆祝胜利。

从小培养孙杨的朱志根也走过来祝贺，丹尼斯拉
着朱志根的手说：“我们一起创造了历史！”

丹尼斯评价孙杨夺冠表现时说：“完美的比赛！
赛前孙杨的压力非常大，我和他交谈了很久。不仅仅
是家人、教练、队友、领导、粉丝，还有很多外国教练员
和运动员都支持他、喜欢他，这不应该成为压力，而是
激励。大家喜欢他，是因为他的真性情，而不完全因
为他是奥运冠军。”

在泳池里放松的孙杨和朱志根教练交流比赛心
得。虽然不再指导孙杨训练，朱志根始终关心弟
子。他说：“毕竟孙杨是从小就跟随我训练，我心里

始终牵挂他。他在训练上一直很努力，没有人可以
像他那样。世锦赛三连冠，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为他骄傲！”

郑坤良指出，本届世锦赛的赛程非常紧张，上午
9点半开始预赛，晚上 5点半决赛，运动员中间休息调
整的时间非常短，这对兼项多的选手来说是挑战，而
孙杨在 400米自由泳决赛热身训练时，还差点被累哭
了，作为教练看着也心疼，但是无可奈何：“没办法
啊，训练累，该顶还是要顶上去。我们只能尽量去调
动孙杨，优秀运动员不好当啊。”

孙杨比赛后总是会跑到观众席旁距离父母最近
的地方，向他们致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父母的感激
之情。孙杨妈妈对儿子说：“儿子，你的内心真是越
来越强大，别人看到的是你的成绩与辉煌，老爸老妈
看到的是你的付出和努力。我们只希望你快乐地享
受比赛。付出了努力了，就是值得的！你一直是我
们的骄傲，我们一起继续加油！爱你！”

孙杨在本届世锦赛还将参加 200 米、800 米和
1500米自由泳单项以及接力比赛。对于为中国游泳
队赢得“开门红”，孙杨说：“这是我的第六次世锦赛，
我也算是老运动员。我现在是享受比赛，拿到金牌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我只是给中国游泳队开了
一个好头。”

200米自由泳预赛
孙杨、徐嘉余第一晋级

新华社布达佩斯7月 24日电
（记者 苏斌 杨永前）刚刚成就国际
泳联游泳世锦赛男子 400米自由泳
三连冠的“劳模”孙杨 24 日上午又
出现在 200 米自由泳预赛的赛场
上，他以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
男子 100 米仰泳预赛中，个人最好
成绩仅比世界纪录慢了 0.01 秒的
徐嘉余同样排名第一轻松突围。

预赛中孙杨第八小组出场，他
从 50 米处第一个转身时就占据头
名位置，并以 1分 45秒 78排名小组
第一，这一成绩在所有预赛选手中
也位居榜首。

中国共享单车摩拜登陆英国曼彻斯特不到
一个月，在迅速俘获当地民众“芳心”的同时，一
些车辆也遭人为破坏、扔弃或私藏，这一现象引
起英国媒体关注和反思。

据《曼彻斯特晚报》报道，在曼彻斯特投放
的 1000 辆摩拜单车中，已有至少 50 辆遭破坏，
一些车失窃、被撬锁、遭拆卸，甚至被扔进河
里。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段视频显示，几个年轻
人在一处河边对一辆摩拜单车又踢又踹。还有
民众举报称有人把车锁卸下后装上私锁，企图
把共享单车变成私人“专车”。

摩拜公司一名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投
放曼城以来确实有“极少数摩拜单车遇到一些问
题”。摩拜英国总经理史蒂夫·派尔则表示，相较
于一些亚洲试点城市，摩拜在曼城遭破坏的比例

令他“有点意外”。他说，今年 3月份在新加坡投
放5000辆单车，迄今只收到两起破坏报告。

面对少数人不文明的行为，曼城人和媒体
开始提出批评和思考。

英国《卫报》记者海伦·皮德在体验了摩拜
单车后迅速成为“粉丝”，不仅经常骑，还撰写多
篇报道推介。她说，摩拜单车投放曼城后不久
就发生了被人卸掉定位装置或车锁、被扔进垃
圾箱等情况。她好几次要进到别人院子里找
车，其中一次，一个小伙子不仅把车锁在自家院
子里，还蛮横地拒绝她骑走。

“这个城市的人不懂得如何共享，”她在报道
中愤然写道，“想把摩拜据为己有的人表现出一种
理所当然的自私。这里总有人拒绝（在公共场合
听音乐）戴上耳机或是把脚从座位上放下来……

我真希望曼城人能配得上美好的事物。”
曼城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尼克·哈布尔说，共

享单车遭破坏难以避免，也不只是曼城才有这
样的问题。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另
一个共享单车品牌在当地被迫划定一些“禁用
区”，以避免遭到蓄意破坏。

曼城城市交通专家露丝·奥尔登泽尔认为，
共享单车的进入和受损，应该让英国意识到自
身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的不足。她说，曼城需
要加大投资，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增加自行车车
道和停放区，让自行车成为城市交通工具的重
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这一目标，自行车才会
真正受到市民的尊重和爱护。“在这个问题上，
曼彻斯特还有一座陡坡要爬，或许摩拜能帮助
我们起步。”《曼彻斯特晚报》的评论说。

对于共享单车的发展前景，摩拜和曼城人
均表示乐观。

摩拜公司统计数据显示，在投放后短短两
周内，活跃用户高速增长，远超预期，车辆使用
率达到每车每天近 10次，超过英国本地有桩公
共自行车数倍。尽管遭遇一些问题，但绝大多
数曼城用户能自觉遵守用车规则。

“我们对一定程度的违规用车有所准备，”
派尔说，“破坏行为可能会引发新闻关注，但这
不会给摩拜在曼城的受欢迎程度带来阴影……
这里对共享单车的需求很大，个人用户、当地企
业和机构都希望以多种方式参与，我们非常乐
于回馈这种热情。”

皮德在盛赞摩拜单车之外，也结合英国用
户需求和天气情况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希望
车架能更高大；第二，配备更大车筐；第三，加固
挡泥板。最后她呼吁：1000辆还不够，请给曼城
投放更多摩拜单车吧！

新华社伦敦7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24日电（记者 熊丰）
当前各地持续高温，导致发生火灾的危险增
大。公安部消防局 24日发布针对高温天气
的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督促单位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共同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防止电气原因引发的火灾，单位和家庭
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
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
时要关掉电源。

天气炎热，用电量剧增，单位、家庭要确
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

时间使用，防止引发火灾。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单位的
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 24小时的值班制
度，每班至少 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严禁违章用电、用气、用油，严禁在施工
现场违章使用明火作业。

各地持续高温，易燃易爆危险品火灾和
爆炸事故多发，各单位要加强防火检查，及
时消除隐患，杜绝违规生产、储存、运输、使
用易燃易爆危险品。发现身边火灾隐患，可
拨打“96119”火灾隐患举报电话举报投诉。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叶昊鸣）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4日发出警示
信息，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增强道路运输安全
意识，做好各项应对措施。

7月 21日，109国道 219公里 300米处河
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境内发生一起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与一辆中型客
车相撞，造成 11人死亡、9人受伤。

安监总局要求，各地要充分汲取相关事
故教训，举一反三，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措施切实

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同时，要求各地要加强道路运输领域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地要以全国安
全生产大检查、“道路运输平安年”、“平安
交通专项整治”等活动为契机，认真加强自
查工作，加大对高速公路、桥梁、隧道、临水
临崖等重点路段的路检路查，加强重型货
车、长途客运、旅游包车、农村客运等重点
车辆的安全监管，严查超速、超载、超员、疲
劳驾驶等非法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丁小溪）
国务院法制办 24日就《快递暂行条例（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泄
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
户信息。

此外，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露
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并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意见稿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
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妥善保
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快递运

单，采取有效技术手段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根据意见稿，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未

按照规定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
度，未定期销毁快递运单，出售、泄露或者向
他人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
信息等行为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
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社会公众可以在2017年8月25日前登录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一批重要安全生产措施推出孙杨世锦赛

三连冠
“我们一起创造历史”

同步播报

摩拜单车曼城受欢迎

遭人为破坏 引英媒关注

公安部 发布高温天气消防安全提示

安监总局 要求进一步增强道路运输安全意识

国务院
拟修订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企业不得出售、泄露用户信息

7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人们观看阿联酋“骑士”特
技飞行表演队在莫斯科航展上的飞行表演。当日，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
茹科夫斯基市闭幕。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790多家航空航天
企业参展。 新华社发

7 月 24 日，“探
索”号即将进入水
中。当日，我国自主
研发的自治式水下
机器人“探索”号在
南海北部开展首次
试验性应用，预计水
下作业时间20小时。

新华社发

句话新闻

》外交部谈中印洞朗对峙：责任完全在印方，中方不会做任何妥协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真督实查 湖南3台欲“死灰复燃”的“地条钢”
生产炉被强制拆除

》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3万亿元

》陕西省将试行价格信用信息“红黑”名单
均据新华社

7月23日，孙杨（右）在决赛后庆祝。

摩拜单车走进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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