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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1 月 21 日电(记者赵新兵、王
阳)在山东威海荣成小孙家市场附近，随意停车
的市民杨先生收到了一张让他脸红的清新“爱
的罚单”：正面是荣成的城市形象标识和文明停
车忠告，反面有荣成市蜊江小学学生手绘的规
范停车和不文明停车的漫画。“小学生都知道要
文明停车，这张‘爱的罚单’让我很受触动。”杨先
生说。

“‘爱的罚单’是我们推行‘规范停车，文明出
行’文明劝导活动的一部分。”荣成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刘少伟介绍，荣成交
警部门还印制了警告单、处罚单，对不文明停
车行为先劝导，再警告，拒不改正者则实行处
罚。

从生活细节入手的“爱的罚单”活动，只是
威海市提升市民素质、建设文明城市的一个缩

影。这个市以“君子之风 美德威海”建设和
“爱文明家园 做文明市民”等行动为主抓
手，深入系统地夯实、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日前，威海市顺利通过复查确认继续保
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下辖荣成市、乳
山市双双入选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威海市
成为山东首个全国文明城市全域覆盖的城
市。

在威海乳山利群广场旁的商业街上，大
拇指青少年公益活动中心的 30 多位青年志
愿者的“伸手点赞”吸引了市民的注意力。他
们通过对礼让斑马线的司机伸大拇指点赞、
邀请停车场上的车主张贴“礼让斑马线”车贴
等形式，向市民宣传“文明礼让”。

“排队上下车、礼让斑马线、不乱扔杂物
等行为举止小节，既是一种规矩责任，也是一

种君子风度和美德善行。”威海市委书记孙述
涛说。

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社会正能量
让城市更加温暖。在荣成双泊社区，市民郑家
鑫是一家洗车店老板，也是社区爱心联盟的
成员。他主动为社区优秀志愿者提供优惠洗
车服务，同时，他到社区别的店铺里消费同样
享受优惠。

在乳山市，不少个体商户积极担负起维
护门前环境卫生的责任，并主动设置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水、食物等，为路
过的环卫工人、园林工人等提供爱心服务。市
民的参与感、凝聚力在文明城市创建中越积
越多。

乳山海峰街洪涛便民市场一位经营业主
告诉记者：“以前我们出摊其实就是占道经

营，自己心里也不踏实。现在统一进入市场，

环境好了，城市美了，没想到收入还提高了。”
荣成创城办工作人员介绍，针对老百姓

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和平时工作中的梗阻，
我们逐项建立工作台账，定时限、定措施、定
标准、定责任，细化分解到相关单位，小到一
个小区需要安装几盏路灯、更换多少道板，都
一清二楚。

集贸市场不规范经营、楼道被小广告贴
成“大花脸”、背街小巷路面凹凸不平、盲道被
占、路灯破损……一件件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小事”得到解决，市民看到了城市文明的
实效。

“老百姓得了实惠，城市‘面子’靓了，‘里
子’实了，作为市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来
了。”乳山市委书记周兵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史竞男)网
络女主播“东北水仙二嫂”日前落网。

因在“狼友直播”平台上进行淫秽表演，该
女主播曾“红极一时”。短短 3 个月，“狼友直播”
平台吸纳全国各地注册会员 17 . 7 万人，涉黄
女主播 1000 余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浏览涉
黄直播平台的人次达百万余，遍及全国。

这起特大传播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牟利
案告破，也揭开了涉黄直播牟利的真相———“黄
播”背后，暗藏的是一条精心设计的规模化、组
织化、产业化黑色链条。

“黄播”网络覆盖全国

靠淫秽表演吸引用户

直播产业出现，很多普通人成为“网红”尝
到了当明星的滋味，并通过在网上聚集的人气
迅速发家致富。然而，这种门槛低、受众广的直
播平台泥沙俱下、乱象频出。

今年 6 月，群众举报“狼友直播”“辣眼睛”，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立即跟进，将此案列为
挂牌督办案件。

执法人员对取证视频内容进行审查分析发
现，该平台拥有较多网络主播，实时现场直播淫
秽色情表演，吸引大量用户付费观看和打赏。其
直播 APP 覆盖主流安卓和苹果手机操作系统，
用户可跨终端随时随地观看和分享。

经查，该平台直播间平均观看人数在 3000
人以上，注册用户数量巨大，且 24 小时都有主

播在线。平台制作、传播淫秽表演视频文件信
息超过 20 万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实施
传播淫秽物品的数量数额属“情节特别严重”。

随着案件深入调查，沉于网络之海下的冰
山渐渐显露。办案人员前往广东、四川、山东、
湖南、黑龙江、浙江等地，对电信、移动、联通、
银行及相关物业管理公司等依法采集调取犯
罪嫌疑人有关数据信息，一个跨多省特大传播
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浮出水面——— 其服务
器在浙江宁波，维护在浙江杭州，提供存储和
直播的是上海某技术公司，运营是湖南岳阳
某科技公司，提供涉黄女主播的“家族长”在四
川南充，该涉黄直播平台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都有注册会员和浏览涉黄直播平台人员。

利益驱动有禁不止

频换“马甲”逃避打击

网络直播这种新传播形式，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违法违规内容
泛滥的背后是利益。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案件督办处副处
长李泽泓介绍说，网络直播平台主要盈利模
式是基于虚拟礼物的打赏，粉丝花钱买虚拟
礼物送给主播，主播据此与直播平台分成。
“因为有相关利益的存在，所以主播会有驱动
力去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而网站因为流
量或相关利益的需要，会放任这种行为。”

逐利冲动下，一些平台经营者和网络主

播无视规则和底线，屡屡涉黄。更有一些涉黄
主播与犯罪组织、黑产团伙相互勾连，结成利
益攫取与分配的共同体，以求短时间赚个盆
满钵满，梦想一起“做大做强”。

办案人员透露，虽然国家对“黄播”严令
禁止，但不法分子东躲西藏，继续铤而走险，
他们采取不断更换平台的方式来逃避监管和
打击，只求短期获利，迅速变现。“狼友直播”
平台就是在短短 30 天里，进行了 3 次版本升
级，10 余次变换域名和软件下载地址，名称
从最初的“狼友”变更至“梦幻”，后改为“逆
境”。此外，从事淫秽直播表演人员都是以虚
假信息注册，大部分银行账户也是冒用他人
户名登记的。

据透露，“黄播”观众中很多是未成年人。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说，涉黄直播是互联网空间的一颗毒
瘤，大量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内容的视听信息
在网络上传播，严重损害社会公德，毒害青少
年心身健康，极易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

网络扫黄多管齐下

主播“黑名单”制度确立

黄毒泛滥，为网络直播蒙上了阴霾。今年
以来，已有“夜魅社区”“微笑直播”“LOLO”
“馒头”“老虎”“蜜直播”等几十个涉黄直播平
台被查处。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薛松

岩介绍说，网络已成为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
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些案件中虽然多数涉案
直播平台运营时间不长，但涉案金额多、社会
危害大。

“直播的属性决定了监管的难度。”中国
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认为，直播
平台服务的多样性、匿名性、瞬时性、多变性、

隐蔽性等特性，是直播平台涉黄的重要支撑。
网络直播涉黄治理，需要坚持专项整治、综合
治理、源头治理、协同治理等“多管齐下”。

佟丽华表示，在网络监管方面，政府部
门、互联网企业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应加强
合作，共同应对。

据了解，全国“扫黄打非”办已会同国家
网信办共同牵头，协调中央多部门及部分省
区市建立了网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长效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各地加强行业监管，
严格落实 24 小时监测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
即封停，并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及行业通
报机制，对违规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

“对直播涉黄等违法行为，‘扫黄打非’部
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态势，一旦发现将追
查到底，对查实的平台和人员必将依法严惩，

绝不手软。”薛松岩说。

新华社南昌 11 月 20 日电(记者
袁慧晶)日前，位于江西余江县的果喜
集团雕刻车间内，来自福建泉州的刘
荣富把“悠扬绕山林”五个字刻在根雕
下方的一角，宣告完成创作。

刘荣富参加的是 2017 年中国技
能大赛全国雕刻职业技能竞赛根雕项
目的总决赛。两天前，他通过抽签获得
了一块崖柏树根，并被告知要在现场
创作出参赛作品。

“每一块树根都有天然的特性。我
拿到的根纹路很深，但线条很美。”刘荣
富根据树根特征，创作了一位抚琴者专
注弹奏的画面。只见抚琴者的头微微倾
向一侧，仿佛在倾听自己的演奏；长长
的胡须随风飘扬着，长袖如涟漪般散
开，与琴的纹理融为一体。

与刘荣富一起的还有来自全国
11 个省份的 116 名参赛选手，分别参
加根雕项目和玉雕项目的比赛。

谈及参赛原因，刘荣富坦言：想看
看自己的水平。国家、省、市各级的多
项技能大赛，有比赛环节的博览会、展
销会，刘荣富都会参加。

玉雕赛场的张绳伟祖籍在江西上
饶，如今在广东从事翡翠加工生意。
“以前只知道这门手艺能养家糊口，如
今知道这些也算传统文化，更有使命
感了。”张绳伟告诉记者，自己加入了
江西根石艺美术学会，比赛的信息是
从那里获得的。

“以前只知道埋头苦干，现在想趁
着自己还能雕点东西多证明一下自
己，这是我第一次在黄蜡石上创作，石
头上的艺术是相通的。”张绳伟今年
56 岁，视力一年不如一年。

有别于过去中国匠人“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思想，新时代的“刘荣富们”
“张绳伟们”越来越注重通过此类竞赛
项目展现自我，获得认可。其中还不乏
一些已经成名的匠人，比如宋智勇。

出生于 1966 年的宋智勇，17 岁
时成为雕刻厂一名学徒，从此与木头
结下不解之缘。“东阳的浮雕厉害，温
州的黄杨木摆件很精致，福建人擅长
立体圆雕……雕刻的海洋很宽广，天
外有天。”在宋智勇眼中，学习是没有
止境的，参加全国雕刻职业技能竞赛
也是一种学习。

1996 年，宋智勇回到江西当起了
老板，带起了学徒。很多人都以为他当
了老板就不动手了，但宋智勇认为，技
艺才是丢不掉的财富。不管多忙，他都
会抽时间创作自己的木雕作品。

“这些年厂里在开发‘孝文化’系列
产品，其中代代相传、游子吟比较受市
场欢迎。这次参赛作品的创意就源自
游子吟。”宋智勇告诉记者，他的根雕主题是“慈母”，展示一
位母亲低头凝神缝补衣物的场景，想传递出温馨的感觉。

然而雕刻的过程却很不容易。宋智勇抽签到手的崖柏
根有大裂纹，木质也朽了，锯开后碎屑散落。要换成是厂里
的木料，宋智勇早就扔了。“可这是比赛，我只能一边雕刻，
一边把掉下来的木屑用胶水粘回去。整个作品完成，胶水大
概用了十几瓶。”

在得知宋智勇的几名学徒也参加竞赛后，记者问他：
“不担心输给徒弟吗？”宋智勇毫不在意地说，“能雕完就是
成功”，而且他的学徒都各有所长，总有他能学习的地方。

“这次我认识了很多同行。在比赛之余，他们去我的店
里参观，一起谈手艺、谈市场、谈未来，这种机会很宝贵。”宋
智勇告诉记者，他更看重的是这种交流的机会。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王志杰介绍，全国雕刻职业
技能竞赛作为中国技能大赛项目之一尚属首次，但中国已
有近 200 万的根雕、玉雕行业从业者。全国雕刻职业技能竞
赛的举办，有利于国内雕刻技艺水平的整体提升，和增强雕
刻匠人的文化自觉。

中国技能大赛旨在促进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以“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为主题，
包括 6 项国家级一类大赛和 46 项国家级二类竞赛。

贴“爱的罚单”，对礼让斑马线司机伸大拇指点赞……

威海：以细节“小事”育城市“君子之风”

“黄播”背后：百天吸金千万元
“网红”“黄播”形成牟利黑色链条 各地建主播“黑名单”制度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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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进口技术垄断

采煤“神器”通过评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樊曦、宁隆宇)21 日，海南
航空 HU497 航班载着从餐饮废油炼化而成的生物航煤，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首班中美
绿色示范航线生物航煤航班成功启航，海航也由此成为国
内首家使用生物航煤跨洋载客飞行的航空公司。

海航总裁孙剑锋表示，生物航煤是民航业节能降碳重
要抓手，国产生物航煤商业化飞行将有助于打造绿色航空，
展示中国绿色民航建设成效。

此次跨洋航班飞行，海航采用波音 787 客机执飞，所用
的生物航煤由中石化生产，生产原料主要采用餐饮废油，并
且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可在保证飞行安全和效率
的前提下有效减少碳排放。

“地沟油”变航油

我国首班生物航煤

跨洋航班成功启航

新华社西安 11 月 21 日电(记者姜辰蓉)国产首套高性
能 8 米大采高采煤机日前通过专家组评议。这套高性能 8
米大采高采煤机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满足
8 米大采高工作面开采需求，对打破煤矿开采进口技术垄
断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高性能 8 米大采高采煤机，是由陕煤重装西安
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和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合作完成。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副总经理尚建选表示，这套高性能 8 米大
采高采煤机的研发，实现了对进口采煤机的整机替代，打破
了进口技术垄断的局面。对实现特厚煤层高产高效开采，降
低劳动强度，提高开采效率和资源回收，提升我国采煤机装
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进口采煤机本
土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突破。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的专家评议委员会认为，这套

高性能 8 米大采高采煤机，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可满足 8 米大采高工作面开采需求，同意通过出厂评审
并进行井下工业性试验。

我核心电子器件自主率增至 85%，“卡脖子”问题缓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陈芳、胡

喆)核心电子器件与国外差距由 15 年以上缩短
到 5 年，支撑装备核心电子器件自主保障率从
不足 30% 提升到 85% 以上，“神威太湖之光”在
世界超算 TOP500 排名中获 4 连冠……记者
20 日从科技部会同工信部组织召开的核高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我国电
子信息产业近年来不断实现突破，不但核心电
子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得到缓
解，而且“核高基”成果正走进百姓生活中。

“核高基”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
和基础软件”的简称。长期以来，我国电子信息
产业“缺芯少魂”“被卡脖子”的现象较为突出，
产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信息安全面
临隐患。

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清华
大学教授魏少军坦言，作为电子信息系统和国

防装备的核心，“核高基”是信息产业核心竞
争力最重要的体现，可谓发展信息产业和护
航信息安全的“命门”。

在重大专项支持下，我国核心电子器件
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体技术水平实现
了跨越发展，核心电子器件与国外差距由 15
年以上缩短到 5 年。核心电子器件长期依赖
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支撑装备核
心电子器件自主保障率从不足 30% 提升到
85% 以上。

在重大专项支持下，国产 CPU 发展驶入
快车道。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刁石京表示，
目前我国 CPU 研发多技术路线同步推进，不
同发展模式和发展特色竞相呈现，以国产
CPU 为核心的自主 IT 产业链正加快形成。

刁石京介绍，凭借持续技术创新，飞腾、
龙芯、申威和兆芯等 CPU 的单核性能比“十

二五”初期提高了 5 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世界超算 TOP500 排名 4 连冠的“神威太
湖之光”超算整机，采用的就是重大专项持续
支持的软硬件产品，其 CPU 的峰值运算速
度 2017 年达到 3 万亿次，比 2006 年提升
600 倍，CPU 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移动终端 CPU 设计技术已与国际主流水平
同步。

从国之重器的高端装备，到技术尖端的
超级计算，再到日常的汽车、手机、电脑、家
电、U 盘，芯片是“心”、软件是“魂”。随着重大
专项的深入实施，高大上的“核高基”成果，虽
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早已走进百姓生活。

数据显示，基于专项成果的嵌入式 CPU
芯片累计销量已超过 4 亿颗，智能电视 SoC
芯片出货超过 2000 万颗，手机套片在国内外
主流品牌中应用累计超过 6 亿颗，智能终端

SoC 在平板电脑领域销售超过 5000 万颗。
“核高基”专项不仅惠及民生，更成为经

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倍增器。2008 年至今，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20%。
刁石京说，通过专项的实施，高端通用芯片和
基础软件产品在技术上日趋成熟，以 CPU
和操作系统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日渐完善，自
主创新体系逐步建立。集成电路产业从业人
员信心大增，社会资本踊跃投入，企业全球竞
争力跃升，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我们在发展，但别人也没闲着。”魏少军
说，从“基本不可用”到“基本可用”，我国在
“核高基”领域的追赶仍在继续，未来将重点
布局“杀手锏”技术、非对称技术，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兼收并蓄、稳步快跑，注重工程化能
力的提升，让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不再被“卡脖
子”，让“缺芯少魂”成为过去式。

上上海海举举行行高高速速公公路路重重大大事事故故处处置置演演练练
图为 11 月 21 日，上海警务航空的直升机降落在事发高速公路上转运“伤员”。上海举行高

速公路重大交通事故处置综合演练，模拟在嘉闵高速路上因突发团雾发生多车连环撞击，市交
通委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部门围绕多个科目进行演练。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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