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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复
兴号”动车组列车 21 日在我国第一条高铁线
路——— 京津城际上线运营。

这是继 6 月 26 日在京沪高铁首发之后，
“复兴号”第一次“扩容”运营。

据介绍，21 日起，19 . 5 对“复兴号”列车
开始在京津城际上线运行，占这条线路运行
动车组的 18% 。

上午 9 时 5 分，C2025 次“复兴号”列车
从北京南站发出。因是首次发车，不少乘客提
早前来候车，与列车合影留念。

“我一直关注‘复兴号’，今天专门来体验。

今后在京津之间能像坐公交一样乘坐‘复兴
号’，这太令人兴奋了。”乘客王博说。

9 时 40 分，列车抵达天津站，“复兴号”

列车首次“扩容”顺利结束。

记者体验发现，“复兴号”列车有三大特
点。

一是快速且稳定。速度达到 300 公里时

感觉非常平稳，即便对面驶过列车也没有颠
簸感。

据介绍，2012 年以来，在中国铁路总公
司主导下，我国用 5 年时间实现了高速动车
组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复兴号”

各项能力更加卓越。

去年 7 月 15 日，两列标准动车组在郑
(州)徐(州)高铁上分别以 420 公里的时速
“亲密交会”，1 秒间飞驶 117 米，成功完成世
界最高速的动车组交会试验，验证了“复兴
号”整体技术性能。同时，凭借流线型的“头
型”和平顺的车体，车辆运行阻力下降 7 . 5%
至 12 . 3% ，确保了运行快速且稳定。

二是宽敞且智能。“复兴号”车体更宽更
高，乘坐舒适性更好。席位指示已改为电子显
示：席位号提示灯显示为红色时，表示席位已
占用；黄色代表已经预售，下个区间将会有乘
客；绿色代表车票还未售出。为了让乘客随手
放置的东西更平稳，窗台采用了防滑材料。

据了解，“复兴号”列车还设置了智能化

感知系统，并拥有强大的安全监测系统。全车
有 2500 余个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出 500
余个。这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样，时时刻刻对
列车的运行状态等进行监测，车厢内还实现
了 WiFi 网络全覆盖。

三是票价不变、服务更好。北京南站新闻
发言人梁兆钰告诉记者，京津城际“和谐号”

换成“复兴号”运行后，一等座和二等座票价
没有变化，仍是 65 . 5 元和 54 . 5 元。因为采
用新的车底，新增商务座票价为 174 . 5 元。

为让高铁红利惠及更多乘客，北京铁路局还
推出了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

据北京铁路局客运处车站科科长朱殿萍
介绍，“复兴号”在京津城际上线，一个重要原
因是这条线路运送的旅客多，有助于缓解高
峰期需求压力。“和谐号”8 节编组的车厢乘
客数是 556 人，“复兴号”8 节编组乘客数 576
人，增加了 20 人。

“复兴号”首次“扩容”运行有何意义？中
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京津

冀地区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是铁路部
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打造高标准“轨道上的
京津冀”、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更多旅客可通过乘坐“复兴号”更加直观地感
受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成果，感受“中国速度”
“中国创造”。

同济大学教授孙章认为，我国正在打造
以高铁网络相连的城市群，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速铁路覆
盖 80% 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城
市。“复兴号”在京津城际首次“扩容”，是打造
“高铁中国”的重要一步。

不久的将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即将到
来——— 9 月 21 日，“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
高铁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届时我国
将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
家。 (丁静、樊曦、邰思聪)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据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21 日电(记者赵鸿
宇)“真没想到，车厢内有免费 wifi，在车内看
了一集最近更新的电视剧，基本没有卡顿，
感觉坐这趟车太超值了。”刚刚从“复兴号”
G9061 次列车出来的李先生说。

21 日中午，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
兴号”抵达石家庄站。从 21 日起，京津冀地区
安排开行 22 . 5 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其中
京津城际每天开行 19 . 5 对，京冀地区每天
开行 3 对，目前运行速度、一二等车座票价暂
时不变。

从一等座车厢出来的刘女士称，她在北
京做科技方面的工作，今天来石家庄出差，
上车后才发现坐的是“复兴号”。看着两侧座
位号为电子显示，车内灯光为 LED 灯，感觉
很有科技感，列车内的洗手间有残疾人轮椅
固定带，突然觉得这个冰冷的“大机器”饱含
了温暖。

北京铁路局北京动车段助理工程师潘
瑜称，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速度更快，
预计在 9 月中下旬京沪高铁上的“复兴号”将
按时速 350 公里上线运营；“复兴号”进行了
60 万公里的考核，比欧洲列车标准还多了 20
万公里，它的设计寿命达到 30 年，“容量”更
大，高度从 3700 毫米增高到 4050 毫米，座位
间距也更宽敞。

“空间加大了，能耗却降低了。‘复兴号’采
用了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
设计，在 350 公里时速下运行，人均百公里能
耗下降 17% 左右。”潘瑜说。

据悉，京津冀地区目前安排开行 22 . 5
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通达北京南、武清、
天津、北京西、涿州东、高碑店东、高邑西、保
定东、石家庄、邢台东等 10 个车站。

“复兴号”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 8 月 21 日，C2008 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驶入北京南站。 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体验：“复兴号”票价不变，更快更稳更智能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美国贸易
代表对华启动 301 调查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1 日发表
谈话称，美方做法无视世贸组织规则，是不负责任的，中方
对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美国时间 8 月 18 日，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 年贸易
法》宣布对华启动 301 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
无视世贸组织规则，依据国内法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是不负
责任的，对中方的指责是不客观的。

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和汉堡会晤以来，中美双方本
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就双边经贸议
题正进行顺畅、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
进步和成果。

该新闻发言人指出，美方在此时对华发起 301 调查，对
外发出错误信号，必将遭到包括美国产业界在内的国际社
会的坚决反对。中方认为，美方应与中方一起共同努力，扎
实推进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争取早日取得更大成果，使中美
经贸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他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尊重双方业界希望加
强合作的强烈愿望，尊重多边贸易规则，审慎行事。中方将
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并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
方合法权益。

针对美启动 301 调查

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

新华社太原 8 月 21 日电(记者梁晓飞)21 日，山西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通报，对晋能集团山西煤
炭运销集团和顺吕鑫煤业公司边坡滑坡事故相关责任人严
肃问责，目前已对 10 人采取先期组织措施，其中 5 人被撤
职，5 人被免职。

通报表示，经有关部门研究，对吕鑫煤业公司董事长游
晓斌、矿长姚国庆、安全副矿长阴永亮、生产副矿长郝进武、
总工程师赵振景等 5 人给予撤职处分，免去和顺县分管副
县长冯乐天、县煤炭局长张瑞清、县国土局长药江波、牛川
乡乡长(副书记)张晓瑞、李阳镇分管煤炭工作的副镇长赵
晓军等 5 人职务。同时，对晋中市、和顺县相关管理部门，晋
能集团的相关人员，近期相关部门参与过吕鑫煤业安全检
查的人员，没有认真履职尽责到位的，由事故调查组严肃问
责，给予相应处分。

2017 年 8 月 11 日，吕鑫煤业发生边坡滑坡事故，事发
后该矿蓄意瞒报，目前已确认 8 人死亡、1 人失踪、1 人受
伤，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山西煤矿滑坡事故

5 人被撤 5 人被免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21 日证实，15 日印方在中印边境西段采取激烈动
作造成中方人员受伤，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印度政府上周称，在中印
边界西段的班公湖地区附近发生了中印士兵相遇事件，并
疑似有视频显示当时双方互相推搡、互掷石块。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华春莹说，经中方核实，8 月 15 日，中国边防部队对中
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受
到印度边防部队阻挠。其间，印方采取激烈动作，冲撞中方
人员并与中方发生肢体接触，造成中方人员受伤。

她表示，印方此举违反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达成的有关共识，危及中印边境西段局势。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并已通过涉边渠道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印方恪守两国间达成的有关协议
协定规定，切实遵守 1959 年实控线，严格约束印度边防部
队的活动，切实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印方致中方人员受伤

中方正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陈菲)记者从最高检官
方网站获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21 日以放火罪、盗
窃罪，依法对“蓝色钱江放火案”被告人莫焕晶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莫焕晶长期沉迷赌博，在被害人朱
小贞家中从事保姆工作期间，多次窃取朱小贞家中贵重物
品进行典当、抵押，或以买房为由向朱小贞借款，所得款项
均被其用于赌博并挥霍一空。案发前一晚，莫焕晶又用手机
进行网上赌博，输光 6 万余元。为继续筹措赌资，莫焕晶决
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博取朱小贞的感激以便再次开口
借钱。6 月 22 日凌晨 5时许，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制
造火灾，导致朱小贞和三名子女死亡，并造成被害人房屋和
邻近房屋损失 257 万余元。

另据查明，莫焕晶之前在浙江绍兴、上海从事保姆工作
期间，在三名雇主家有盗窃行为，均被雇主发现退还财物后
被辞退。

“蓝色钱江放火案”

检方起诉被告人

据新华社悉尼 8 月 21 日电(李倩影)埃隆·马斯克等
116 名全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创始人 21 日在墨尔本
举行的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发布联名公开信，呼吁联合国
采取行动禁止“杀手机器人”扩散。

“人工智能武器一旦发展起来，会令武装冲突的激烈程
度跃升到前所未有的层级，而且会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
进化。”公开信说，人工智能武器可能被独裁者和恐怖分子
利用，伤及无辜平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专家沃尔什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全球人工智能武器军备竞
赛感到十分担忧。他说：“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武器运用到
战争中去，最终人类将陷入一个非常危险、极其不稳定的世
界。”

人工智能专家联名呼吁

联合国禁止“杀手机器人”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郑生
竹、陆华东)“大哥你好！这边是五州万家广场
售楼处，我们在地铁口新推了一批商铺，价格
一万八左右……”像这样的骚扰电话你一天
能接到几个？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
中心”数据显示，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该中心收到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
约 1 . 6 万件次。骚扰电话已成为社会肌肤上
的一块“牛皮癣”，让人不胜其扰。

电话销售是当今一些企业惯用的销售手
段，也是骚扰电话重要来源。近日，记者采访
了曾在房地产电销公司工作的内部人员，揭
秘“谁在打、怎么打、打给谁”这一骚扰电话生
产链条。

3 0 人团队一天竟能拨出

24000 通电话

狭小的空间里，近 30 人戴着耳麦，紧挨
着坐在工位上，大声重复着同一“开场白”。这
是南京一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电销
场景，这里一天能轻松拨出 24000 多通电话。

“看了一下今天整体开拓数据，咱们组普
遍是 800 多通，其他组有人打到 1000 多通，
而且不止一个。”销售主管吕某某表情凝重，
他对组员们的通话量和意向客户开拓量很不
满意。

“每通电话电脑都有记录，有录音，知道
弄虚作假的后果吧！”吕某某提醒组员虚报开
拓量，会被公司罚扣工资和提成，甚至被开
除。“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策马奔腾！我们绝
不后退！”这类打鸡血的口号在每天早、晚会
上都会被高喊。

这家规模不到 40 人的电销公司，大多是
“95 后”。他们 8 点半上班，打到晚上七八点，
因中午打电话易被投诉，会休息 2 小时，每周
周一单休一天。他们每月底薪 2600 元，没有
“五险一金”，若能卖出一套商铺，会拿到总价
1 . 5% 的佣金。

“前两个月处于知识积累阶段，基本是两
三个月之后才有开单。”负责人王某在面试时
说，公司业务来源主要为开发商代理销售商
铺。人员流动性很大，有一小半是暑期学生兼
职工。“这一行确实比较枯燥辛苦，人来人走，
人去人留。”

实名制按号段自动“盲打”

“现在国家实名制要求(卡号)必须落实
到每个员工身上。”在爆料者入职第三天，自
称是某电信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业务经理的张
伟(化名)，上门到这家公司，拿着他的身份证
办了两张手机卡，用于公司外呼。这意味着拨
出去的每一通号码，在对方手机上显示的是
员工个人实名制手机号。即使因投诉被封号
或追责，也很难查处到公司。

“有意向请按 1，继续接听请按 2。”该公
司外呼系统可实现自动拨号，每拨完一个号
后，只需按一个键就可自动接通下一个号码，
耗时不到 10 秒。张伟说，电销公司一般按照
员工人数 1 . 5 倍配置手机卡号，一张身份证
能办 5 张卡。“在拨打电话中，哪个卡空闲就
可以自动跳转到哪个卡，不会占线，方便自动
拨号，提高效率。”

“现在政府查得严，只能按号段‘盲打’，但
是这些号段我们也是有筛选的，打的都是南
京本地的。”爆料者告诉记者，此前公司从某
地车管所拿过客户资料，打到意向客户的成
功率比较高。张伟也透露，手机号中间 4 位是
归属地，通过一套系统排列组合就可选出特
定地区的手机号。

号码有猫腻 话术有技巧

“万条起步 2 毛一条，千条起步 4 毛一
条，千条以下 6 毛一条。”记者以开办房地产
电销公司的名义，向一个网上的客户资料卖
家咨询时，对方推荐的正是王某所说的来自
某地车管所的车主信息。

记者扫码支付 400 元后，含有 1000 条车
主信息的表格就发了过来。记者打开看到，每
条车主信息下有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汽
车品牌、车牌号、住址等个人详细信息，记者
核验后确为真实。

“要禁用一些给客户直接拒绝你机会的
词汇，比如说，你考虑吗？你需要吗？任何人本
能反应是不需要。”在正式上岗打电话前，公
司会给新人安排话术、金融常识、房地产常识
和项目知识等培训。苏某是该公司一名销售
经理，因业务能力突出负责给新人传授电话
销售技巧。“一定要相信，下一通电话就是意
向客户。”

该公司还制定了骂客户会被罚款的规
定。“毕竟是你主动给人家打电话，骚扰别人，
万一被人家举报，你就完了。”苏某说。

明明是骚扰，很难管得了

“骚扰电话只是公众对不喜欢、不想接的
电话一个称谓，目前我国法律中还找不到‘骚
扰电话’这四个字。”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
所所长刘俊海说，目前，骚扰电话的定义和监
管是个难题。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
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
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

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仅依靠“12321”
投诉举报机制远远不够，目前举报率不高，即
使举报成功，工信部也只是责令电信运营商
暂停手机外呼功能或封号，但很难对拨打骚
扰电话的受益人进行处罚。“没有后续跟踪处
罚，封号是没用的。”

江苏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及刘俊海
等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骚扰电话认
定标准和法律惩戒约束措施。工信、工商、公
安等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合力监管，消除监管
真空与推诿空间。此外，还可探索健全失信制
裁机制，把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
拉入黑名单。

30 人“电销”团队一天拨 24000 通电话
“谁在打、怎么打、打给谁”？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

比“和谐号”更快，时速 350 公里

设计寿命达到 30 年

空间加大了，座位间距也更宽敞

“12321 网络不良与

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

数据显示，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该中心收到

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

量约 1 . 6 万件次。骚扰电

话已成为社会肌肤上的

“牛皮癣”，让人不胜其扰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复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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