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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袁10个智能问询机器人亮相陕西西
安北站遥 它们不仅能识别旅客用语音提出的问题
并用普通话语音解答袁还可以通过液晶触摸屏为
旅客提供精准高效的候车尧乘车尧导航服务袁让旅
客体验更美好遥 图为旅客在通过智能问询机器人
查询信息遥 王曙天摄

我国将调减千万亩水稻面积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项重要内容袁

农业部确定袁今年将调减东北寒地井灌稻和南方
双季稻产区籼稻 1000万亩以上袁 同时继续调减
野镰刀弯冶等非优势区籽粒玉米遥

在继续调减无效供给的同时袁农业部提出增
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袁积极发展优质稻尧强筋弱
筋小麦尧优质食用大豆尧野双低冶油菜尧高品质棉
花尧高产高糖甘蔗等袁因地制宜发展青贮玉米等
优质饲草袁 促进农牧结合袁 构建粮经饲三元结
构遥 董峻

盘山公路披上银妆
近期袁湖北恩施市连续下雪袁给太阳河乡马

林村十大拐盘山公路披上银妆遥 雷 声摄

中国官方如何规范和推进人工
智能钥 整治 VPN渊虚拟专用网络冤市
场袁 是否会对外企跨境联网造成影
响钥 中国 5G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钥

1月 30日袁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袁 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2017 年工业通信业
发展情况袁 并就这些热点问题回答
记者提问遥

5G 已颁发野课本冶和野考试大
纲冶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
介绍说袁当前袁全球 5G 正处于标准
确定的关键阶段袁 国际标准组织
3GPP将于今年 6月完成 5G第一个
版本的国际标准遥中国于 2016年初
率先启动 5G研发和试验遥2018年 1
月召开的 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
段规范发布会袁 向参与的企业颁发
了野课本冶和野考试大纲冶袁这标志着
研发试验正式进入了第三阶段袁将
推动 5G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
水平袁为后续 5G规模试验和手机入
网检测奠定基础遥

张峰表示袁2018 年是 5G 标准
确定和商用产品研发的关键一年袁
标准尧 研发与试验 3项工作将同步
开展遥

关于国际合作袁张峰表示袁中国
一直倡导同一个世界尧同一个 5G标

准袁 鼓励国外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中
国 5G的研发和试验遥

整治 VPN 不会影响正常跨境
联网

2017年 1月袁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 叶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
入服务市场的通知曳袁 对 VPN市场
进行专项整治遥有外国记者提问袁此
举是否会对在华外国人或企业进行
跨境联网造成影响钥

对此袁张峰解释说袁对 VPN 市
场进行专项整治袁 主要是为了维护
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袁 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遥 叶通知曳主要的规范对象是
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尧 也没有国
际通信业务经营资质的企业和个
人遥 这些企业和个人通过租用国际
专线或者 VPN袁 违规开展跨境业务
经营活动遥

张峰表示袁叶通知曳 不会对国内
外企业和广大用户正常跨境访问互
联网尧 合法依规开展各类经营活动
造成影响遥 同时袁外贸企业尧跨国企
业因办公自用等原因袁 需要通过专
线等方式跨境联网时袁 可以向依法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电信业务
经营者租用线路或者网络遥

给无人驾驶留出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是全球性的热门话

题遥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袁人工智能
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技术突
破遥他表示袁下一步将着力规范和推
动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遥

具体而言袁 一是进一步加大研
发力度袁特别是在智能网联汽车尧智
能服务机器人尧 智能无人机方面加
大研发力度袁 促进技术与产品更好
地融合发展遥 二是重点突破智能传
感器尧神经网络芯片尧开源开放平台
等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遥 三是继续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袁 推进制造
业的数字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遥四是
构建行业训练资源库尧 标准和测试
评估平台等公共支撑体系遥同时袁还
要加大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指导袁引
导各地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袁 不要
一哄而起袁 形成各具特色的差异化
的发展格局遥

无人驾驶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
应用袁引发广泛关注遥苗圩在发布会
上透露袁 现行法律对无人驾驶有所
限制袁但正在与公安部门讨论袁修改
道路交通安全法时应该给这方面留
有一定的空间和发展余地遥 潘旭涛

四部门发出打黑除恶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尧 最高人民检察院尧

公安部尧司法部日前就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相关事项发出通告遥

通告指出袁 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尧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袁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
罪活动遥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年 3月 1日袁主动
投案自首尧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袁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遥 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尧继续为非作恶
的袁将依法从严惩处遥 对于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员充
当野保护伞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袁将坚决依法依纪查
处袁不管涉及谁袁都要一查到底尧绝不姑息遥

通告中说袁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
其尽快投案自首袁经亲友规劝尧陪同投案的袁或者亲友主
动报案后将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袁视为自动投案遥 窝藏尧
包庇黑恶势力犯罪人员或者帮助洗钱尧毁灭尧伪造证据
以及掩饰尧隐瞒犯罪所得尧犯罪所得收益的袁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遥 黑恶势力犯罪人员到案后有检举尧揭发他人
犯罪并经查证属实以及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并经查证属实袁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
的袁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曰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袁可
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遥 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积极配合
侦查尧起诉尧审判工作袁在查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
构和组织者尧领导者的地位作用袁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
事实袁追缴尧没收赃款赃物袁打击野保护伞冶等方面提供重
要线索和证据袁经查证属实的袁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袁
依法从轻尧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遥

通告表示袁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
野村霸冶等突出问题袁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尧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尧深挖黑恶势力野保护伞冶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袁予以奖励遥 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
信息及安全遥全国扫黑除恶举报网站院www.12389.gov.cn曰
举报信箱院 北京市邮政 19001号信箱曰 举报电话院010原
12389遥 壬铭

工信部回应工业通信业发展热点问题

我国颁发 5G“考试大纲”

寻人启事
王流庆(身份证号:362102196612053656)尧

男尧52岁尧身高 165左右,偏瘦袁江西瑞金九堡
镇富村村老屋家小组人遥 于 2011年至今没有
与家人联系袁原在福建省龙岩市打过工遥 如有
好心人士知悉请联系 :18296766529 (王 )尧
18679772826 必有重谢浴

招聘大会信息
根据市政府安排袁 将于 2018 年 2

月 23日-25日渊正月初八至初十冤袁在市
博物馆广场举办瑞金市 2018年春季就
业暨企业用工招聘大会袁届时近 100家
企业参加现场招聘袁 提供 7000多个就
业岗位遥 欢迎用工单位和广大求职者参
加遥 咨询电话院2522409/2512651遥

更多招聘信息请关注
“瑞金市就业局”
微信公众号

绎杨长春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
证遗失袁证号院ZD02140047-1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203021012号渊曾军军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证号为
002372713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谢久全遥 成
员院谢久全尧谢凯恒尧谢艾希尧谢宪章尧谢天
培尧谢睿航袁特此声明遥

绎编号为 L360205495(杨子杰冤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袁父亲院杨海峰 母亲院曾素
华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赣州市建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65B9E7H冤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
员院郭小毛尧杨运香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城西开发区中山二路 225 号
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特此
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13970715326

赣州市建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2月 6日

http://www.12389.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