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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安蓓）国
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出台文件，要求特色

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创新工作思路、方法

和机制，着力培育供给侧小镇经济，努力走出

一条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路

子，防止“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

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

意见》，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要坚持因

地制宜，不搞区域平衡、产业平衡、数量要求

和政绩考核，防止盲目发展、一哄而上。要坚

持产业建镇，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特征的独特产业生态，防止千镇一面和

房地产化。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获得感

和幸福感，防止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要坚

持市场主导，防止政府大包大揽和加剧债务

风险。

意见要求，各地区要准确理解特色小

镇内涵特质，不能盲目把产业园区、旅游景

区、体育基地、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以及

行政建制镇戴上特色小镇“帽子”。要遵循

城镇化发展规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从

实际出发，避免盲目发展、过度追求数量目

标和投资规模。要严防政府债务风险，县

级政府综合债务率超过100%的风险预警地

区，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债立项

建设。严控房地产化倾向，防范“假小镇真

地产”项目。

四 部 门 出 台 文 件

防止特色小镇建设“新瓶装旧酒”

预测人脑会想什么，机器人蠕虫协助医

生做手术，智能家居煮好早餐，无人驾驶汽车

送去上班……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人工智能、5G时代、物联网、网络

安全这些全球互联网“大咖”们口中的高频词

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带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
智慧社会

本次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成为大咖们

热议的焦点。大咖们预测，未来，人类会慢慢

习惯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社会。

“人工智能方向很多，主要看具体场景如

何落地。”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

腾说，目前人工智能和医疗结合应用超乎想

象，尤其是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早期筛查肿

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

脸书全球副总裁石峰认为，人和机器可以

互联互通。比如，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

让瘫痪病人大脑里的信息传递给机器；通过大

脑里的信息和指令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

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

这些大咖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未来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

席马云说，人类对自己大脑的认识不到10%，

10%创造出来的机器不可能超越人类，与其担

心技术夺走就业，不如拥抱技术解决问题。

物联网：让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什么是物联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在

药片中放入传感器吃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机

器人蠕虫进入到身体里面协助医生做手术。

这些万物互联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

生活。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互

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提出“数字物体”互联

网系统的现有物联网的拓展。“互联网解决了

人与电脑的连接问题，物联网将让世界万物

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智能互联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

设备都因具有计算、存储、网络等功能而变得

更加智能。”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

说，在各种传感器的辅助下，这些智能终端可

以不断地感知周围环境，从而在云端汇聚成

几何级增长的海量数据。

在工作场景应用中，将出现能自动学习

用户使用习惯的智能情境引擎，支持24种语

言的服务机器人，混合现实智能眼镜等；在日

常生活应用中，将产生智能心电衣、智能电

视、智能音箱等。

5G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已经为你煮好了早

餐；出门时，你乘坐的是无人驾驶汽车——这

仅是令人期待的5G时代的一个侧面，5G时代

正向我们走来。

在不久前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上，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表示，将于2018

年迈出5G商用第一步，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

5G的大规模商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按规

划2020年5G要启动商用。5G有三大应用场

景：增强移动宽带，超可靠低时延，支撑移动

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认为，

5G时代的信息传播将会是智能的、互联的、

配备智能技术和传感器，支持人与人、人与

物、物与物，以及环境之间的信息交互，这将

带来更多用户端的创新应用。

对于中国的5G时代，中欧数字协会主席

鲁乙己非常看好。“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正在帮助欧洲部署家庭光纤网络，今

后这些家庭可能更青睐中国服务商提供的各

种通信服务，包括5G无线通信。”

网络安全：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
际合作

智能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快速增多，在线

内容爆炸式增长……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数据泄露、网络诈

骗、网络攻击频发，前沿技术应用带来的潜在

安全风险受到关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广

泛应用更是不断引发担忧。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

说，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近三分之

一，每年以近30%幅度上升，已成为第一大犯

罪类型。

据外交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所

调查的网络犯罪案件中，很多违法网站和僵

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位于外国特别是网络资源

发达国家，不少犯罪行为通常使用跨国互联

网企业提供的邮箱、即时通讯等网络服务。

“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特别是制

定相关的全球性法律文书，可为各国共同打

击网络犯罪提供法律基础。”吴沈括说。

（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

人工智能、5G时代、物联网、网络安全……

全球互联网大咖口中的高频词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董华 王思北 施雨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胡浩）针对近日网传“九

年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制，中考将取消”的消息，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负责人5日予以否认。

“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高中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普及步伐，满足初中毕业生

接受高中教育的需要。”该负责人表示，现阶段不可能将九年

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制。

他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指导各地按照文件要求，结

合实际细化制定本地中考改革实施意见。

教育部否认“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中考取消”传闻

新华社东京12月5日电（记者姜俏梅）日本跨党派国会

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约60名国会议员5日上午

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参拜者主要包括前参议院副议长尾辻秀久、自民党众议

院运营委员长古屋圭司以及安倍内阁的总理大臣辅佐官卫藤

晟一、文部科学副大臣水落敏荣、总务副大臣奥野信亮、外务

副大臣佐藤正久、环境副大臣渡嘉敷等。

“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成员通常每逢靖国神社的春季

大祭、秋季大祭以及“8·15”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今年

因为秋季大祭与众议院选举日程重叠，参拜日期延后。

靖国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

战犯的牌位。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

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关系紧张。

日本约60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5日电（记者郑一晗）叙利亚中

部城市霍姆斯5日发生一起公共汽车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

少8人死亡、18人受伤。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袭击发生在叙中部霍姆斯省首府

霍姆斯市金字塔大街，一个事先放置在公共汽车内的爆炸装

置被引爆，造成平民伤亡。

当地卫生部门人员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部分伤者伤情

严重，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

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市曾是叙重要的工业中心，也

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冲突最早的地区之一。今年5月底，随着

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人员完成撤离，叙政府重新全面控制这

座城市。但在霍姆斯市以北数公里外，目前仍有大片区域被

反政府武装控制。

叙中部城市发生公共汽车爆炸
至少8死18伤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吴嘉林 温馨）针对澳大

利亚总理有关中国对澳施加影响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5日表示，中方无意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也无意通过政治献金

影响澳大利亚国内事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周二发表评论称，澳正寻求以通过新法禁止他国通

过政治献金手段施加外部影响。他说，这部分是由于近期有

关中国对澳施加影响的报道令人担忧。中方对特恩布尔有关

表态有何进一步评论？

耿爽说，中方一贯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

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也会遵循这一原则同澳大利亚发展

双边关系。“我们再次敦促澳方摒弃偏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看待中国，看待中澳关系。”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 方 无 意 干 涉 澳 大 利 亚 内 政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4日电（记者高攀 殷博古）中国驻

美国大使崔天凯4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决不允许任何贸易战鼓吹者损害两国人民利益。

崔天凯当天在美国蒙大拿州落基山芭蕾舞团与中国驻美

国大使馆举行的联欢活动上说，蒙大拿州与中国的合作取得

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最近一个合作成果是特朗普总统上月访

华期间，双方签署的中方从蒙大拿采购牛肉的协议，希望这一

协议能尽快有效落实。

崔天凯指出，今年十月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充分说明，中国

谋求的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的发展，是同世界

各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了解

这一点，就能看清中美合作的历史机遇和光明前景。

他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合

作；可以合作改善全球治理，也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可

以在双边经贸领域开展合作，也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上

开展合作。

中国驻美大使表示

决不允许任何贸易战鼓吹者损害中美两国人民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赵文君）中国消费者协

会5日在京召开共享单车企业公开约谈会，就消费者普遍关

心的押金和预付金存管、车辆投放与运维等问题约谈相关企

业，摩拜、ofo、永安行、优拜、哈罗单车、拜客出行、小蓝等7家

共享单车企业到场参加。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部分共享单车企业因经营

不善陆续停业使得相关问题持续发酵，中消协和部分地方消

协组织短期内收到大量消费者投诉和情况反映，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

中消协就押金问题公开约谈7家共享单车企业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4日电（记者田栋栋）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4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脱欧午餐”，就英

国与爱尔兰边界、“分手费”以及欧盟在英公民权利等议题举

行新一轮谈判。受制于一些核心分歧，双方未能打通第一阶

段谈判的“最后一公里”，将在本周晚些时候继续磋商。

英国“脱欧”第一阶段谈判待通“最后一公里”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4日在首都萨那被胡

塞武装打死，终年75岁。当天晚些时候，胡

塞武装公布了萨利赫的尸体照片和相关视

频。

对于也门民众而言，萨利赫既曾是战争

淬炼出的国家英雄，又是大权独揽的铁腕统

治者。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萨利赫在也门

内战中左右摇摆，最终成为地区权力角斗的

牺牲品。

盟破身死

2日，萨利赫在电视讲话中公开对沙特

示好，称愿意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进行对

话。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萨利赫背弃同盟、投

靠沙特，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
胡塞指责萨利赫的行为是背信弃义。

2014年底，萨利赫的武装力量与反政府

的胡塞武装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现任总统哈

迪领导的合法政府以及后来介入也门局势的

多国联军。但同盟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未能达

成一致，相互分歧和猜疑日渐加剧。今年11

月29日，因萨利赫支持者禁止胡塞武装人员

进入位于也门市中心的萨利赫清真寺，双方

爆发冲突。

萨利赫的电视讲话触发了胡塞武装的报

复行动。2日，胡塞武装强行占领了萨利赫

发表“破盟”讲话的电视台，声称要杀死萨利

赫。3日，胡塞武装对萨利赫及其亲人的多

处住所发动了强攻，并派军队驻守，同时四下

搜寻萨利赫可能藏身的地点。

4日，萨利赫身边的一名高级官员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萨利赫当天被胡塞武装打

死。据当地媒体报道，萨利赫丧命前，正试图

从萨那东南部逃向马里卜省，而马里卜省目

前处于也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

萨利赫的外甥塔里克·萨利赫当天也被

打死，他的其他部分亲属被胡塞武装俘获。

跌宕起伏

1942年3月21日，萨利赫出生在也门最

大部落哈希德部落。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可

谓见证了也门整个近代社会的变迁。

学生时代的萨利赫曾两度进入军官学校

进修。毕业后不久，萨利赫的军事才能很快

崭露头角，凭借战功一路平步青云。1978

年，年仅36岁的萨利赫出任北也门总统兼武

装部队总司令，此后他两度连任这两项职务。

执政后，面对国内部落间的激烈斗争、民

生凋敝的残败景象，萨利赫积极团结各方势

力，推动民族和解，重视经济发展。他还通过

对外开放、扶植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大

力推动农业生产等措施来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有效减少了也门的贫困人口。

萨利赫是也门统一进程的直接参与者。

1990年，在萨利赫和南也门领导人比德的推

动下，南北也门实现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

萨利赫成为也门共和国总统。1994年，也门

爆发全面内战，萨利赫击败反叛的比德军队，

平定内乱，为也门此后的统一与稳定打下了

坚实基础。

然而，由于萨利赫政府在经济政策等

问题上偏袒北部，也门南北部贫富差距日

益加大，引发南部民众不满。萨利赫执政

后期，南部要求独立的声音日益高涨。与

此同时，萨利赫政权内部的腐败现象也愈

加严重。

2011年，也门爆发反政府抗议，抗议者

要求萨利赫下台。同年11月23日，在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等多方斡旋

下，萨利赫同意向时任副总统哈迪移交权

力。虽然执政长达33年的萨利赫不再掌权，

但他在也门的实力和影响力仍不容小觑，有

一大批效忠他的追随者。

身后局势

胡塞武装将萨利赫之死称为“背叛的代

价”，而也门总统哈迪则对萨利赫的死表示哀

悼，呼吁也门人民团结一致，对抗胡塞武装。

有舆论认为，萨利赫的部分支持者可能

会投靠哈迪政府，继续抗击胡塞武装，而沙特

领导的多国联军将更深入地介入也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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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唐志超认为，萨利赫死后，也门战乱将进

一步加剧，两方内战很可能演变为三方内战。

目前，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

的争斗愈加白热化，近期中东一系列大事的

背后都有双雄争霸的影子。在也门内战中，

沙特支持哈迪政府，而伊朗支持胡塞武装。

沙特视也门为其后院，必须确保不被伊朗渗

透和控制，对什叶派的胡塞政权难以容忍。

唐志超说，沙特和伊朗的竞争不仅是民

族和教派之争，更主要是地区领导权和伊斯

兰世界领导权之争。在“伊斯兰国”这个共同

的威胁消除后，地区大国的角斗可能成为地

区动荡新的冲突源。

（新华社开罗12月5日电）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权力角斗的牺牲品
新华社记者 陈霖

这是12月4

日在法国博瓦勒

动物园拍摄的大

熊 猫 幼 崽“ 圆

梦”。法国圣艾

尼昂市博瓦勒野

生动物园4日举

行命名仪式，宣

布4个月大的大

熊猫幼崽“迷你

圆仔”被正式命

名为“圆梦”，寓

意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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