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水乡乌镇再次吸引世界目光。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即将在这里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历经4年积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界
的盛事，引领着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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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成就显著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全球盛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网络
安全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网络安全法律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取得突破性
进展，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明显提升。

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审议通
过，这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首部基础性、框架性、综合性法
律。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网络安全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正在推动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等法规。

我国高度重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2013年以来，对
金融、能源、通信、交通、水利等领域基础设施进行的安全检
查和评估，切实保障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在全国组织
开展的等级保护定级、安全建设整改等工作，有效提升了国
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2016年，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每
年9月第三周在全国范围统一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网络安全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等活动，增强广大网民的网
络安全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和信息化发展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信息领域部分
核心技术实现了创新突破，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基础
通用技术加速追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前沿技术研究加快，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等取得了
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互联
网+”行动深入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分享
经济蓬勃发展，网络零售、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位居全球第
一，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

人民群众通过信息化增强了获得感，网络提速降费
力度持续加大，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和
信息服务日益增多；“互联网+政务服务”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网络扶贫行动加快弥
合数字鸿沟，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
内生动力。

历经4年的积淀，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界
的盛事，引领了全球互联网共谋发展大业。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推
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共同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赢得了全球广泛赞许和响应。

“全球数字经济”“‘一带一路’信息化”“网络传播与社会责
任”“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围绕互联网
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新命题，4年来，百场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
分论坛相继展开，一场场头脑风暴后是一次次思想共鸣。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处理器、神威太湖之光、百度大脑、光量
子计算机……4年来，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大会上发布，
中国与全球科技巨头同台竞技。

世界互联网大会，从首届提出“命运共同体”，到第二届提出
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从第三届强调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第四届重申“携手共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越来越得到各方
赞可，中国经验、中国成就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新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白瀛 张泉 商意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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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11月2日电（记者
陈国洲 韩振）11月2日上午，重庆万
州公交车坠江事故调查处置部门发
布消息，此次事故原因已经查明，系
乘客与驾驶员发生争执互殴引发。

公安机关先后调取监控录像
2300余小时、行车记录仪录像220余
个片断，排查事发前后过往车辆160
余车次，调查走访现场目击证人、现
场周边车辆驾乘人员、涉事车辆先期
下车乘客、公交公司相关人员及涉事
人员关系人132人。10月31日零时
50分，潜水人员将车载行车记录仪及
SD卡打捞出水后，公安机关多次模
拟试验，对SD卡数据成功恢复，提取
到事发前车辆内部监控视频。

公安机关对22路公交车行进
路线的36个站点进行全面排查，通
过走访事发前两站下车的4名乘

客，均证实当时车内有一名中等身
材、着浅蓝色牛仔衣的女乘客，因错
过下车地点与驾驶员发生争吵。经
进一步调查，该女乘客系刘某（48
岁，万州区人）。综合前期调查走访
情况，与提取到的车辆内部视频监
控相互印证，还原事发当时情况。

10月28日5时1分，公交公司
早班车驾驶员冉某（男，42岁，万州
区人）离家上班，5时50分驾驶22
路公交车在起始站万达广场发车，
沿22路公交车路线正常行驶。事
发时系冉某第 3趟发车。9时 35
分，乘客刘某在龙都广场四季花城
站上车，其目的地为壹号家居馆
站。由于道路维修改道，22路公交
车不再行经壹号家居馆站。当车
行至南滨公园站时，驾驶员冉某提
醒到壹号家居馆的乘客在此站下

车，刘某未下车。当车继续行驶途
中，刘某发现车辆已过自己的目的
地站，要求下车，但该处无公交车
站，驾驶员冉某未停车。10时3分
32秒，刘某从座位起身走到正在驾
驶的冉某右后侧，靠在冉某旁边的
扶手立柱上指责冉某，冉某多次转
头与刘某解释、争吵，双方争执逐
步升级，并相互有攻击性语言。10
时8分49秒，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
二桥距南桥头348米处时，刘某右
手持手机击向冉某头部右侧，10时
8分50秒，冉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
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随
后，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
部，冉某用右手格挡并抓住刘某右
上臂。10时 8分 51秒，冉某收回
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车
辆时速为51公里），导致车辆失控

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
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车辆时速为
58公里）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
栏坠入江中。

对驾驶员冉某事发前几日生活
轨迹调查，其行为无异常。事发前一
晚，驾驶员冉某与父母一起用晚餐，
未饮酒，21时许回到自己房间，精神
情况正常。事发时天气晴朗，事发路
段平整，无坑洼及障碍物，行车视线
良好。车辆打捞上岸后，经重庆市鑫
道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事发前
车辆灯光信号、转向及制动有效，传
动及行驶系统技术状况正常，排除因
故障导致车辆失控的因素。

根据调查事实，乘客刘某在乘
坐公交车过程中，与正在驾车行驶
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发生争吵，
两次持手机攻击正在驾驶的公交车

驾驶员冉某，实施危害车辆行驶安
全的行为，严重危害车辆行驶安全。
冉某作为公交车驾驶人员，在驾驶公
交车行进中，与乘客刘某发生争吵，
遭遇刘某攻击后，应当认识到还击
及抓扯行为会严重危害车辆行驶安
全，但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行车安
全，将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刘某，后
又用右手格挡刘某的攻击，并与刘
某抓扯，其行为严重违反公交车驾
驶人职业规定。乘客刘某和驾驶员
冉某之间的互殴行为，造成车辆失
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
车撞击后坠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因此，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的互殴
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
因果关系，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
规定，涉嫌犯罪。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查明

系乘客与驾驶员发生争执互殴引发

我国成功发射北斗三号系统
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据新华社西昌11月1日电（李国利 杨欣）
11月1日23时5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17颗北斗三
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颗卫星属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是第41颗
北斗导航卫星，也是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
轨道卫星。

“这颗卫星除提供基本导航服务（RNSS）外，还
将提供短报文服务（RDSS）、星基增强服务
（SBA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杨长风表示，短报文服务在全面兼容北斗二
号短报文服务基础上，容量提升10倍，用户机发
射功率降低10倍，能力大幅提升。“此外，这颗卫
星还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按照国际民航标准提
供更高精度、更高完好性的导航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
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为用户提供
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并兼具特
有的短报文通信能力。

“根据计划，今年年底前还将发射两颗中圆地
球轨道卫星。”杨长风说，到那时，中国北斗将建成
基本系统，开始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用户。

这是11月2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新闻通气会上公布的坠江公交车监控录像截图。
新华社发

这是11月2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新闻通气会上公布的行车记录仪录像截图。
新华社发

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
评选结果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
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11月2日揭晓。来自全国各
级各类媒体的348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中，特
别奖5件，一等奖62件（含10件新闻名专栏），二等
奖98件，三等奖183件；20名新闻工作者获长江韬
奋奖，其中长江系列10名，韬奋系列10名。

特别奖获奖作品文字评论《领航，思想的力量
开辟新时代》深入追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纵横捭阖的视
野，沉雄大气的文风，使其极具可读性和信服力。

一等奖获奖作品文字消息《习近平首次沙场
阅兵 号令解放军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用精练
的语言，传递习近平主席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沙
场阅兵的实况，有强烈的现场感，又有厚重的历史
感，是此次阅兵报道的精品之作。

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10名获奖者是
（按姓氏笔画排序）：法制日报社万学忠、人民铁道
报社毕锋、湖南广播电视台杨壮、西藏日报社肖涛、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佟慧娟、山东广播电视台范维
坚、新华社赵承、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俞佳友、光明日
报社耿建扩、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韩咏秋。

韬奋系列10名获奖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
北京广播电视台王秋、江西日报社王晖、海南广播
电视台孔德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任捷、人民日报社许正中、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沈
书、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陆玉方、吉林日报社赵培
光、解放军报社胡春华、河南广播电视台顾海红。

改版升级

12306网站可扫码登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1月3日，改版升级的
中国铁路12306网站将正式上线运营。改版后的
网站将增加用户用手机客户端在网页扫码登录的
功能，减少旅客无效点击，方便快速购票。

据铁路12306网站负责人介绍，自2011年
12306网站上线运营以来，互联网购票逐渐成为
旅客群众购票的主要渠道，目前使用互联网购票
的旅客已占购票旅客总量的70%以上，使彻夜排
队等候购票的现象大为减少。为进一步优化
12306网站服务功能，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部
门总结以往经验，立足打造以铁路客票销售和服
务旅客为核心的全新服务平台，对网站进行了较
大幅度的改版。

改版后的12306网站，功能布局更加合理、界
面更加友好清晰、购票流程更加便捷，除增加用户
扫码登录功能之外，更凸显以服务旅客为中心，丰
富和完善了服务引导信息内容，着力满足购票、餐
饮、站车服务、旅游等旅客出行全方位服务需求。

11月2日，D8901次列车列车长通过乘客身
份证核验乘客信息。

11月1日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试
行旅客列车电子车票，纸质车票不再是“必需品”。

目前，西宁－门源间D8901／2、D8903／
4、D8905／6次旅客列车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通过自动检票机识读后
进、出车站，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将逐步扩大使用电
子客票的列车范围。 新华社发（田文杰 摄）

青藏铁路试行电子客票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1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促进就业的
针对性措施；决定延长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缴费费率政策执行期限；听取
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情况汇报，激励
担当作为狠抓政策见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国内外形
势错综复杂，就业压力仍然较大。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就业优
先战略，推出更加积极的政策。

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努力稳定就业

的参保企业，可通过减费方式，返还企
业及其职工缴纳的50%失业保险费。

二是支持创业带动就业。通过政
府性融资担保、鼓励创业担保贷款等
促进创业就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各项支持创
业就业政策要重点向它们倾斜。

三是支持参加技能培训。明年1
月1日起，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24
岁失业青年；职工申领技术技能提升
补贴条件，由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
放宽至1年以上。支持失业人员参加
各类技能培训，对参训合格人员给予

培训补贴，对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和零
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
费补贴。

四是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及时
发放失业保险金，其个人应缴纳的基
本医疗保险等费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
列支。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失业人
员给予临时生活补助、临时救助或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

五是各地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促
进就业。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
力稳定就业岗位。

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扩大就业，

会议决定，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
险缴费比例总和从 3%阶段性降至
1%的现行政策，明年4月底到期后继
续延续实施。

会议指出，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
大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开展了第五
次大督查，覆盖全国各地区和国务院
主要部门。这次督查创新方式、成效
明显，明察暗访结合，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全程参与，对发现的
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协调、制度不健全、
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加强曝光，严厉
问责。

会议强调，经过近几年持续努力，

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在今年世界
银行对全球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国在
世界排名从去年第78位跃升至第46
位。但这次督查发现的问题也说明改
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空间，要对标国
际先进水平和企业群众切身感受不懈
努力。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问题建立
台账，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对督查中
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
究，该出台的政策尽快出台，该健全的
制度抓紧完善。对各地在促进发展、
推进改革开放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方面的好做法，要给予表扬和推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促进就业的针对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