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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新闻

32家互联网单位共同启动
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氢氧发动机高空模拟

试验成功预计明年首飞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

即将启动

》宁夏实现农民工工资线上支付监管

》黑龙江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济南新交规：学习积分可抵违法记分

外地车辆“首违免罚”

》海南将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并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西藏：银行贷款促进民族技艺传承助增收

》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达293头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马德里开幕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广州12月2日电（记者 李拯宇 陆佳飞）正在广州出
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的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
尼尔·布什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美中双方合作共赢是
大势所趋，他对美中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尼尔·布什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
方长久以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愈发严峻，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美中两国开展合作。

在谈到美中经贸摩擦时，尼尔·布什表示，回顾美中建交 40
年来的历史，尽管双边关系有过波折，但最终都能走出低谷。他
对美中关系会再次回到正轨充满信心。

尼尔·布什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取得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中国和平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尼尔·布什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于1989
年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不久即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就职后最快
访华的美国总统。

以“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2019从都国际论坛”
于12月1日至2日在广州举行，260余名外国前政要、国际组织前
负责人以及友好人士亲属、中外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

据新华社西安12月2日电（记者 蔺娟）以“网聚诚信力量 共
创信用中国”为主题的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2日在西安召开。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31家互联网
企业代表共同启动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将着力推动
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平台经济领域诚信建设规范化、长效化。

这 32家互联网单位在大会上共同发布《平台经济领域信用
建设合作机制西安倡议》，倡导诚信守法经营，坚守法律底线；加
强行业自律，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共建共治，健全联动机制；促进
开放共赢，汇聚发展动力；厚植诚信文化，擦亮文明底色。努力形
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共同践行诚信守法的企业价值。

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16家网站、平台共同签署了《共同抵
制网络谣言承诺书》，承诺主动发现谣言、坚决遏制谣言、有效治
理谣言、联动辟除谣言, 自觉接受互联网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新华社郑州12月2日电（记者 桂娟 冯碧箫）着长
裙披飘带、腰身微微倾斜，一尊观世音像窈窕而立，细
细观摩，却只见瑶鼻小口不见眉眼。历经岁月洗礼和
人为破坏，观音像的上半侧面容早已损毁不见。近期，
借助虚拟复原技术，这尊位于龙门石窟万佛洞前室南
壁的观世音像，以线上AR展示+线下3D打印的形式，
穿越千年,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项新成果是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
高俊苹在安阳石窟艺术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介绍的。

近日，2019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
会年会暨安阳石窟艺术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举
行。来自全国多个石窟管理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
50多位代表一同交流石窟研究与保护、管理与利用的
新成果。

石窟寺石刻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分布广泛、内容丰富。作为佛教东传的重要物质遗存，

石窟寺兼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石窟专委会主任
孙英民说，近年来，一系列先进技术的开发运用对于加
强石窟保护、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意义深远。

高俊苹介绍说，这尊观音石刻的修复方法融合历
史文献参考、数字化技术、雕塑技术、颜色检测分析技
术为一体，让原本早已面目损毁、衣饰模糊的观世音像

“修复如初”。记者看到虚拟复原后的照片，这尊立像
脸庞圆润、神态温雅，略微扭动的身躯与轻轻倾斜的头
颅，勾勒出优美的身体曲线。

据高俊苹介绍，虚拟修复工作首先以三维扫描测
绘数据判断石刻面部的缺失情况；在充分考虑同时
期、同类型造像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老照片资料进行
泥塑造型复原；再借助色彩检测仪器，判断像身和洞
窟的颜色残留；最终以 3D 打印技术完成实体复原。
参观者也可以用手机“扫一扫”，观看虚拟复原后的
AR效果。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
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例
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
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
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
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
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

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
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新华社记者胡林果

“如需香咽的顾客请加 wei 信”“要香
火因的下单备注”“送 yan 上门不额外收
费”……近日，多个外卖平台的商家推出
类似宣传语，而“香咽”“香火因”“yan”都是
暗指“香烟”。

国家规定不许在网络售卖香烟，同时
更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制品。但“新
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外卖平台
上，不良商家为扩大销量并不认真核实消
费者身份，甚至以各种隐蔽方式纵容未成
年人购买香烟。

利用暗号隐蔽交易
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外卖买烟

近日，湖南 12岁的初中生小鑫在美团
外卖平台点开一家名为“高升超市”的商
家，发现其首页公告里标注“如需 xiangyan
请备注”的字样。商家告诉小鑫，“购买时
先下单其他商品，在备注里写下需要的香
烟品牌和数量，费用由骑手垫付，取货时再
支付给骑手。”

小鑫根据商家的提示，买了 3瓶啤酒，
并备注“需要一盒某品牌香烟”。大约 30
分钟后货送到，骑手没有任何询问，只要求
小鑫支付了 10 元代购香烟的费用。小鑫
告诉记者，“我们很多同学都是通过外卖平
台买烟，从来没人问过年龄，购买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美团等外卖平台均严禁
商户在平台销售香烟等商品，然而，仍有一
些商家通过不断变换“关键词”等方式违规

售卖香烟。记者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
台输入“香烟”等字眼，搜索商品结果均显
示“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的商品和用户”，但
若输入“烟酒”等词汇，则会弹出“烟酒超
市”“某某便利店”等。

记者近日在美团外卖平台输入“烟
酒”，出现“美宜佳”“京东便利店”等搜索结
果。点开一家“京东便利店”，其页面顶栏
的公告中备注“如需香咽的顾客请拨打店
铺电话或加wei信”。

在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外卖平台上，诸
如此类利用相似字眼、拼音、谐音、图片等
代替敏感词“烟”的屡见不鲜，且一般隐藏
在商家的公告栏中，例如“香延”“香咽”“香
yan”“xiangyan”等。

记者添加了美团上这家“京东便利店”
提供的微信号，表示想购买香烟。店员说：

“需要在美团下单买店里的其他东西，烟让
骑手顺带送过去，买烟的钱直接微信转
账。”该店员还表示，平均一天有十来个外
卖代买烟的订单，“很难辨别什么人下的
单。”

记者外卖软件定位的 3公里配送范围
之内，看到几乎每家便利店都留了店铺电
话号码，多家店铺发布了各类售烟“暗号”，
其中不乏一些销售量领先的知名连锁店。

外卖跑腿买烟需求量大
商家与骑手均不核实消费者身份

当前，进驻外卖平台的商家类型越来
越多，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各种便利店、
超市也纷纷进驻外卖平台，其中一些实体
店本身是具备售卖香烟资质的。这些商家
是否可以线上售卖香烟？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等部门 2009 年联合发布的《关
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
营烟草专卖品的通告》规定，除烟草专卖行
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网络交易平台之外，其
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都不得为经营烟
草专卖品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这就意味
着，零售商通过外卖平台销售烟草是违法
的。

尽管法律已经明令禁止，但一些商家
依然我行我素。记者询问一家便利店店员

“是否知道不能在网络售烟”，店员表示“现
在外卖跑腿买烟的需求量挺大的，平台不
允许在广告中出现香烟等字样，我们只好
用谐音、拼音规避香烟这个敏感词。”对于
会否核实购买人是不是未成年，该名店员
表示，“我们接单后一般就默认下单的是成
年人。”

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外卖骑手，更不
会主动核实购买人身份。广州一名骑手小
王告诉记者，平台对骑手的考核是根据派
单量，只要把商品安全送达就行。“商家装
了什么东西那是商家的事，包装好的商品
我也不能打开。即使是代购香烟，看到收
货的是小孩也不会去管。”小王说。

快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应如实提供
寄递物品的名称、性质、数量，但随着跑腿
等新兴业务的开展，这些基本要求难以得
到落实。

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
平台表示将加大人工审核力度

“没有门槛的售烟增加了未成年人接
触香烟的机会。”深圳市控烟协会常务副会
长庄润森认为，平台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商
家的监管，避免未成年人受烟草侵害。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一些商家售卖香
烟不是在外卖平台直接下单交易，而是通
过私下联系，造成取证难、处罚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
为，外卖平台应及时更新监管审查模式，要
加大对骑手的教育和规范力度，杜绝香烟
类产品的代买代送，对违规者要严厉处罚。

据了解，目前，美团外卖已累计处理了
1.4万余个香烟相关的敏感词，近两年累计
下线商家 1.5万多家，处理违规商品 133万
多件，近期系统自动识别删除香烟商品 27
万多件。美团方面表示将“继续加大人工
审核力度”。

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应建立健全非法网上涉烟交易和信息
发布行为的发现、监督和处置机制，网络监
管部门应当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及时查处、删除相关违法信息，电子商
务网站和交易平台应配合有关部门对网上
销售香烟的商户及时依法清理，对于屡教
不改的应加大处罚力度，从平台处罚上升
到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非法经营罪的
或将面临刑罚。

北京市天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欧
卫安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日常便
利店互联网售烟情况的监管力度，特别是
发现违法销售的，要严格执法，追究违法销
售商家的法律责任。

新华社广州12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施雨岑）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 2日发布“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它们分别是“不忘
初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是个狼人”

“雨女无瓜”“硬核”“996”“14亿护旗手”和“断舍离”。
据介绍，“2019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
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监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
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用
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情况。

专家表示，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多种多样，但这些词语都
具有感染力强、易于传播使用的特点。透过这十个网络用语，一
副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纸上。

用暗语隐蔽交易
警惕商家通过外卖向未成年人“花式”售烟

12 月 2 日是老挝国庆
节。当天，中老铁路首根
500 米钢轨在位于老挝首
都万象的中铁二局焊轨基
地完成焊接“出炉”，标志
着中老铁路焊轨基地正式
投入生产，为中老铁路全
线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基
础。这是12月2日在老挝
首都万象拍摄的焊轨基地
现场。 新华社发

11月24日至11月30日，一支跨国洞穴探险队在广西东兰县连续探险7天
后，发现两个大型天坑和十几个相对较小的溶洞。

东兰县是喀斯特地貌区，红水河流经此地，两岸植被茂密，人迹罕至。探险
队先后进入多个洞穴，经实地测算，确认“小弄坤2号天坑”深度超过300米，底
部宽约250米，长120米，属于世界排名前50的大型天坑。此外，“弄丘天坑”深
295米，宽约50米，长100米，同样属于大型天坑。图为探险队员悬空操作绳索，
准备下到“小弄坤2号天坑”（11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虚拟复原技术让千年观音石刻“修复如初”

“不忘初心”“14亿护旗手”
入选“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

美中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新华社贵阳12月2日电（记者 潘德鑫）记者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获悉，正在进行联调联试的成贵高铁于2日进入全
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阶段，试验列车在成都到贵阳区间内全线
路运行。当日 7时 50分，55920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始发，经成贵
高铁于11时41分到达成都东站，运行时间3小时51分。

据了解，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州（西
宁）至广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起于四川省成都市，途
经眉山市、乐山市、宜宾市，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镇雄县以及贵
州省毕节市，终至贵阳市，线路全长 650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
里/小时。

成贵高铁在成都枢纽与西成高铁、成渝高铁连接，在贵阳枢
纽与贵广高铁、沪昆高铁连接。全线通车后，将形成新的出川铁
路大通道，沿途川南宜宾、滇北昭通、贵州毕节等地将结束没有
高铁的历史，西南乃至西北地区与华东、华南地区间的时空距离
将进一步缩短。

成贵高铁开始全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