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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
教育部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
司长徐永吉表示，在当前中美经贸
摩擦背景下，两国教育交流合作
形式日趋复杂。美国会和联邦政
府部门将部分正常中美教育交流
合作活动政治化，冠以“中国威
胁”“中国渗透”之名进行打压，诬
蔑孔子学院为中国在美扩张政治
影响、进行价值传播的工具，诬陷

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开展“非传统
间谍”活动并进行无端滋扰。

他说，在留学生交往方面，近一
段时间以来，美联邦政府对中国部
分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制，延
长签证审查周期、缩短有效期，拒签
率上升。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
计，2018 年我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

原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
数3.2%；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
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
题未能成行182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13.5%。2018年以来，美以反间谍
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
签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
近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
美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年签证。

徐永吉表示，上述种种行为已
经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尊严造成伤
害，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
情。可以说，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
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希望美
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以更加积极
的姿态，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
交流合作的事情，为增进两国人民
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努力。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8年公布
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
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2017 至
2018学年在美国高校注册学生的中
国留学生为36.33万人，占全部国际
学 生 数 量 的 33.2% ，同 比 增 长
3.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为美

国带来了近13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徐永吉表示，中国愿意同包括美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但是合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基于双方共
同的意愿和互相尊重。自信开放的中
国学生以世界为怀，愿与所有友好国家
的青年一起交流、学习、创造，为推动人

类的文明和科技发展共同作出贡献。
他说，中方始终认为，不管政治

经济关系如何变化，教育交流合作要
始终保持自信和定力。中国政府始
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开展留学生交流。从 1978 年到
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

累计达585.71万人。2018年，中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较
去年增长8.83%。未来，中国政府将
继续秉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
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继续同各国
相互借鉴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不断
加强人员往来，共同推动教育发展。

最近有媒体报道，麻省理工学院
2019年本科生未招收一名中国大陆
学生，也有传闻称美国大学正在向中
国大陆学生关闭大门。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表示，教育部已请驻外使领馆核实
相关情况，也向一些美国高校了解
情况，还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
了初步核实。目前掌握到的情况，

已经有大陆学生接到了麻省理工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像耶鲁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学校都表示
他们向我们的大陆学生发出了超过
10份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这个数量
和往年相比大体相当。

“总体上来看，尽管中美贸易摩
擦一直在持续，但是中国学生到美国
去留学的总体形势保持了平稳态

势。”她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
美国著名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莱斯大学等学校校长，他们都
纷纷发声，表示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
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表示中美高
校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这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特别重要。”续梅说，

莱斯大学校长给全校所有人员发了一
封信，信里写：我们的国际学生、教职员
工和来访的学者，不论你们是从哪里来
的，在莱斯大学都会受到尊重和欢迎。

“所以这些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美国高
校对华交往合作的态度是开放的，对于
留学生的态度也是欢迎的。”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记者
胡浩 王思北）

美方行为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

美国高校纷纷发声，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迈入5G商用元年。
我国5G在哪些方面具备竞争优势，5G商用建设是否对国外企业开放？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龚达宁，对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作出解读。

我国5G技术具备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5G正在进入商用部署
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相结合，我国5G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

龚达宁说，在技术标准方面，我国
倡导的5G概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
已纳入国际电信联盟（ITU）的5G定
义，我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
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
键技术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

截至2019年5月，全球共28家企
业声明了5G标准必要专利，我国企业
声明数量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目
前我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
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在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
趋成熟，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
商用水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中国5G研究吸纳全球智慧

多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
通信标准组织、网络建设和产业推动，
为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做出贡
献。我国5G研究、推进过程中，也吸
纳了全球的智慧。

龚达宁说，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全球产业界
携手推进5G发展。2013年，我国成
立了 IMT-2020（5G）推进组，爱立
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
茨等多家知名国外企业都是推进组成
员单位。基于推进组平台，国内外企
业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技术试验和产
品测试验证，共同制定技术规范和测
试规范，并积极参与测试。

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试
仪表等企业相互合作，为加快我国5G
产业链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

龚达宁说，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
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格局，各国企业通力合作、互利共赢。
4G时代，多家国外企业即已参与我国
移动通信市场，并与我国电信运营企
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我国移
动通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
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
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
元年。

龚达宁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
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
设和应用推广，继续深化合作，共谋
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5G发
展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记者
张辛欣）

我国将发5G商用牌照，正式迈入商用元年
——专家解读我国5G产业发展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2018年我
国生鲜市场交易规模达 1.91 万亿
元，2019年将突破2万亿元。消费
者对生鲜商品的需求较高，购买频率
保持在平均每周3次，其中水果蔬菜
的每周购买频次达到4.8次。

“菜场有时效性，部分区域超市
覆盖又不够密集，再加上一二线城市
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和便利性成为不

少上班族的优先考量因素，这使得手
机买菜有着较大的用户需求。”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展望未
来，生鲜市场会呈现菜市场、超市和
社区生鲜（手机App+前置仓）等多
种业态共存的局面。

对于手机买菜App来说，要做

到“又快又好”，平台需瞄准用户需求，
在模式和技术上不断创新。比如，很
多平台采用30分钟送达的前置仓模
式，需要在前置仓内提前备好货。如
果前置仓经常出现断货情况，对用户
的体验损害非常大。这就要求平台综
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该区域的用

户需求进行相对准确的预估。
“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AR看菜

的应用，消费者对蔬菜品质会有更为直
接的判断。”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行业市场本
身也有优胜劣汰，“如果平台老拿不新鲜
的蔬菜糊弄消费者，迟早会被淘汰掉。”

（据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 记者
杨有宗 何欣荣）

手机买菜看上去方便快捷，但记
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吐槽也不少：

——菜品品质不稳定。“近期买
了两次水蜜桃，一样的品种，上一次
的甜，这次的不甜。”上海市民齐漪
说，线上买菜、买水果，品质不太稳
定，“线下买菜可以挑挑拣拣，买水果
可以尝，线上好不好要看运气。”

当前，不少平台及商店首页都设
置有优惠菜品，如“0元秒杀”“0.99
元生菜”等，此类菜品的质量成为投
诉高发区。

——图片和实物不符，货不对
板。一般而言，生鲜产品具有非标准

化的特点，蔬菜水果尤其如此，这使
得平台配送的货品和消费者预期之
间，容易形成一定偏差。

在一款手机买菜App出售的猕
猴桃评论区，有消费者留言说：“我选
的是金果，为何送来的是绿果？”

——价格先便宜后贵。和很多消
费类App一样，手机买菜App吸引用
户，补贴是重要手段。随着订单量的快
速增加，补贴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之前满39元减15元、满20元
减7元的优惠券天天有，最近少了很
多。”消费者隋明伟说，感觉手机买菜
App走的也是先低价后提价的老路。

打开某款以外卖起家的APP，
选中350克上海青、300克番茄、450
克肋排，点击付款 39.28 元后上地
铁。30分钟后，上海市民袁睿琳刚
进家门菜就送到了。

和袁睿琳有同样选择的消费者不
在少数。饿了么的数据显示，在该平
台买菜的用户平均年龄约29岁，三分
之一为“90后”，超五成为白领用户。

年轻人不想在买菜上花太多时间，
使得手机买菜这门生意逐渐火热。去
年下半年，美团APP上线买菜频道；今
年3月底，饿了么建立生鲜平台，并与
叮咚买菜达成战略合作；4月份，苏宁
小店宣布上线菜场功能模块……随着
巨头进场，线上买菜这一“难啃的硬骨

头”成为各家争夺的“香饽饽”。
与之前生鲜电商有所不同的是，不

少手机买菜App主打“前置仓”概念，
也就是将仓库建立在社区周边1到3公
里的位置，平台将商品先由中心仓或批
发市场、综合菜场运至前置仓，用户下
单后即时送货上门。“下午2点20分下

的单，2点45分就送到了，比自己去小
区对面菜市场买菜还快。”袁睿琳说。

除了平台自建仓，不少蔬菜摊点、
水果店也借助手机App拓展线上销
售渠道。在上海闵行区一处菜市场，
可以看到很多外卖骑手提着菜来往穿
梭。摊主于先生说：“每天在京东到家、
饿了么两个平台上的销售额有1000多
元，占到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手提袋、小推车、热
情的吆喝、喧闹的市场
……在很多人印象里，买
菜还停留在这样一种阶
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菜市场加快从线下
搬到线上，通过手机
APP买菜成为不少年轻
消费者的选择。

在方便购买的同时，
部分消费者也遭遇蔬菜
瓜果品质不稳定、货不对
板等操心事。手机买菜
如何实现消费方便和放
心消费的兼得，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菜市场加快从线下搬到线上

手机上的“菜篮子”如何又省心又放心？

教育部 3 日发布
2019年第 1号留学预
警。一段时间以来，中
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
的签证受到限制，出现
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
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
上升的情况，对中方留
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
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
造成影响。教育部提
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
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
应准备。

留学预警发布之
后，中国政府未来对美
教育交流合作的态度
和预期是什么？教育
交流合作领域是否受
到中美经贸摩擦影
响？美国大学是否正
在向中国大陆学生关
闭大门？3日下午，教
育部在国新办举行专
题新闻发布会，回答了
记者提问。

从逛菜市场到刷手机上的“菜篮子”

菜品品质等尚待进一步提升

瞄准用户需求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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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

6月3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周
鹏团队部分成员在实验室内合影。

近日，复旦大学科研团队在集成电路基础研
究领域取得一项突破。他们发明了让单晶体管“一
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的新逻辑结构，使晶体管面积
缩小50%，存储计算的同步性也进一步提升。如
果成功产业化，将推动集成电路向更轻、更快、更
小、功耗更低方向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
表于《自然·纳米技术》。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我国科学家发明
新的单晶体管逻辑结构

交通运输部印发行业新标准

8座9座小型客车
通行费将减少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魏玉坤）交通
运输部日前发布修订后的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
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明确1类和2类客
车分类界限值由核定载人数7人修订为9人，新
标准将于9月1日起实施。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标准修订后，核
载8人和9人车辆由原2类客车降为1类客车，降
低了对应车辆的收费标准。

新标准将9座作为界限值与现行车辆分类
国家标准及车辆行驶证的分类指标相一致，分类
标准更加简单明确，可减少收费争议和纠纷。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GA 36-
2014）的规定，核定载人9人及以下为微型客车
和小型客车，核发蓝底白字白框线号牌，10人及
以上核发黄底黑字号牌黑框线号牌，易于辨识，
也便于自动识别和实现自动收费。

修订《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是
加快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
快捷收费目标的任务之一。为尽可能涵盖收费公
路行驶的所有车辆类别，新标准对车辆类别体系
重新划分，增加专项作业车大类，即装置有专用设
备或器具，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工程专项（包括卫
生医疗）作业的汽车。全部收费车辆按客车、货车
和专项作业车三个大类分别进行具体分类。

日产生活垃圾1.1万吨

宁波立法破解“垃圾围城”
据新华社杭州6月3日电（记者岳德亮）为了

进一步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浙江省宁波市决定
通过地方立法明晰生活垃圾基本分类标准，在城
市和农村统筹提高分类投放质量。

数据显示，2018年宁波市生活垃圾总量为
11041吨/日，日益增多的生活垃圾，对末端处理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批准的《宁波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其他垃圾“四分法”作为基本分类标准，还对
基层集中反映的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绿化垃圾的
分类投放作了具体规定。

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要分类定点投放，不得
随意丢弃。无法投放至收集容器的大件垃圾、装修
垃圾、绿化垃圾采取预约方式，不能及时处理的应投
放至暂存点或者垃圾房，并尽快处理。

条例还规定，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单位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及时处理大
件垃圾、装修垃圾、绿化垃圾或者装修垃圾未先装
袋、捆绑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考虑到个人习惯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条例
规定了社会服务折抵罚款制度，体现了处罚与教
育相结合的原则。

6月3日，“海洋光谱号”邮轮靠泊在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无人机拍摄）。

当日，经过为期47天的环球之旅，皇家加勒
比邮轮“海洋光谱号”搭载近5000名国际游客靠
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这也是自2011年上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以来迎来的第2000艘次
母港邮轮。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海洋光谱号”邮轮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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