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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乘火车可以“刷脸”进站，坐飞机可以手机
空中上网，12306 系统新技术维护网络购票“排
队秩序”……

2018 年春运进入高峰期，一系列新技术让
出行更便捷、更高效、更公平，回家路上票难买、
排队长、吃饭贵等难题正逐步改善。

“刷脸”进站

高铁人脸识别验票只需 3 至 4 秒

将车票的蓝色面向上，票面二维码向前；把
身份证件放在车票下方，叠在一起放进验票闸
机；站在黄色地标线前方，面向闸机露出笑脸；
绿灯亮起闸机开门……

今年春运，越来越多的人在高铁站体验了
最新人脸识别技术。目前，北京、上海、广州、郑
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南昌、佛山、沈阳、长
春等多地火车站投入使用人脸识别验证验票系
统，旅客最快仅需 3 秒即可“刷脸”进站。

北京西站新闻科长宋婷婷介绍，今年北京
西站的自助验票通道达到 17 条，人工检票大约
需要 3 至 4 秒，大约每个检票通道可以节约 1
至 2 个检票员的人力，减少了大客流的检票压
力，也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同时，记者现场采访发现，有的旅客佩戴口
罩、墨镜等遮挡了面部；有的旅客身份证不能正常
使用；有的旅客人、票、证不相符；有的打印出来的
车票二维码模糊……这都会使人脸识别“失效”。

扫码订餐

手机一扫快餐美食尽送眼前

车厢里“瓜子、花生、茶叶蛋，香肠、榨菜、方便
面”的叫卖声，是很多人对列车春运深刻的记忆。

今年，不仅车票上有二维码，北京至上海之间
的部分高铁列车的座位扶手上也贴有二维码，这
是用来方便旅客点餐的。人们在高铁列车上的餐
饮更加丰富了：不仅有肯德基、真功夫这类快餐，
还有牛肉面、狮子头、盐水鸭等地方特色美食。

据了解，因为购买方便快捷、品种多样，网
上订餐的旅客越来越多。点餐量加大后，如何及

时把餐食送到旅客手中，是目前一个比较大
的考验。G2 次列车服务员陈楠说：“列车停
靠站只有两三分钟，我们是在指定地点领取
餐食后再送上车的。停靠时间短加上春运期
间客流量大，给送餐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空中上网

数十家航空公司实现“空中开机”

在万米高空打开手机发朋友圈、刷微博、
看电影、听音乐……这些曾被严格禁止的行
为，成为今年春运的新享受。

1 月 16 日，随着民航局《机上便携式电
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的正式发布，各
航空公司纷纷宣布“解禁”手机使用。据了解，
仅半个月，国内已有 30 余家航空公司实现了
“空中开机”，更有多家航空公司开通机上
WiFi 服务。

2 月 1 日，2018 年春运第一天，中国南
方航空公司从广州飞北京的 CZ3109 航班的
旅客，经历了“不关机”的春运之旅。

“飞机上活动空间小、娱乐设备资源有
限，以往大多数中长途航班上的旅客都是通

过睡觉打发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因此感到焦
虑。”该航班主任乘务长曹莉说，开通空中上
网，旅客们明显更开心、愉快了。

同时，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手机在飞机上
使用的条件宽松了，但也需要严格按照乘务
人员的现场要求规范使用。比如，空中使用手
机需开启飞行模式，在机组人员要求关机时
必须配合等。

问询服务

人工问询台被智能软件代替

广州南站规模庞大，建筑面积相当于数
十个标准足球场，在车站内找各种设施和入
口往往会让人晕头转向。为此，广州南站开放
了基于蓝牙技术的室内导航和交通查询等服
务，只要在微信中关注“智慧广州南站”的公
众号，即可轻松实现室内问询等服务。

以往，乘客在春运人潮涌动的北京站寻
找服务人员进行咨询，通常十分困难。如今，
旅客在北京站打开手机蓝牙功能，通过微信
“摇一摇”便能打开一个服务页面，可进行候
车室导航、正晚点查询、遗失物品查找、呼叫

轮椅服务和“小红帽”搬运等。点击候车室导
航，软件还会自动生成一条最优路径，指示乘
客找到候车室。

“微信‘摇一摇’操作简单、不占用手机资
源，乘客离开车站就可结束服务。”北京站宣
传科科长马建福说，这种智能化服务不仅能
够提高大客流期间的服务效率，还增加了春
运服务的互动体验感，使旅途更有趣味。

据北京站介绍，这种导航服务主要采用
iBeacon 蓝牙定位技术，旅客只要进入车站范
围，通过“摇一摇”就可以实现人机互动。

买票排队

12306 运用新技术维护购票公平

目前，不少人用抢票软件购买火车票，这
一现象引发了对于公平的争议。记者从铁路
部门采访了解到，热门线路的热点时段出现
“一票难求”是总体运力不足造成的。为了维
护购票的公平和秩序，12306 系统对抢票软
件做了一定的防范，避免其对系统的稳定运
行造成影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副所长朱建
生介绍，今年 12306的购票流程中加入了“异步
交易排队”技术，目的就是让网络售票更公平。

用形象的比喻就是，12306是个巨大的
售票平台，不能同时让上百万购票者挤向一
个窗口。而是要在其中开设 N 个售票窗口，
每名购票者的信息在窗口前排队。你的信息
在哪个窗口排，要依据一定的算法，然后跟着
队伍有秩序地依次向前。

据了解，12306 已启用了风险防控系统，
对访问请求实施安全风险识别和分级控制，
维护公平公正的售票环境。在网络上，如果有
人频繁请求，以极高的速度访问服务器，甚至
每秒向服务器提出几百次请求，就会被视为
非正常操作，严重的会被列为高危用户，铁路
部门会对其进行拦截，甚至将其列入黑名单。

铁路部门介绍，经过技术攻关，12306 系
统的承载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飞跃，单
日售票能力从 1000 万张提高到了 1500 万
张，高峰时段 1 秒可以售出近 700 张票。

铁路部门呼吁旅客通过铁路 12306 的官
方网站和官方 APP 购买火车票，无论购票的
可靠性还是旅客信息安全都更有保障。
(记者贾远琨、马晓澄、丁静、齐中熙、刘羽佳)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刷脸”进站、空中上网、网络买票排队

今年春运用了多少“亮瞎眼”的新科技

新华社广州 2 月 11 日电(记者毛一竹)10
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刘永添等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进行一审
公开宣判。该案共有 54 名被告人、74 名辩护律
师，被告人数和辩护律师人数均刷新广州市两
级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纪录。刘永添等两名
被告人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另 52
人被判处 19 年至 2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自 1999 年后，被告人刘
永添当选原广州市萝岗区东区街刘村社区居民
委员会党委书记。为获取非法利益，刘永添利用
其身份，制定了“刘村辖区内所属村、社的土地
上的工程必须由本村、社人员承建，外人不能插
手”的不成文规则。

2004 年 12 月，被告人刘永东、刘永森经请
示被告人刘永添后纠集被告人刘志钊等人，在
刘村村委会门前持枪、木棍、铁棍等工具，对被
害人刘某勇等人实施围攻追打、砸烧车辆，一举
奠定了以被告人刘永添为首的刘村“村霸”地位。

被告人刘永添与朱志高等人先后成立广东
砼利混凝土有限公司、广东穗强混凝土有限公
司。被告人刘永东等人成立广州市萝岗区宏盛
土石方工程队。穗强公司制定内部规定：当穗强

公司在争抢刘村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混凝土业
务或供应过程中，与其他公司或个人出现纠
纷时，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业务员都必
须赶到现场帮忙。

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该涉案组织相
继成立的企业，按照其不成文规则，一旦发现
非组织中的单位或成员承接工程或供应建筑
材料，即有组织地通过实施打砸、阻拦施工车
辆、滋扰、聚众造势等违法犯罪活动或不正当
手段，迫使被害人、被害单位放弃工程，最终
由组织中的单位或成员承接工程或供应建筑
材料，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当工程混凝土供
应业务由其他公司承接时，被告人刘永东、陈
镜登等人通过上述手段，向承建方或其他混
凝土公司索取“地材费”“管理费”等作为补
偿。

该势力团伙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刘永
添、朱志高、陈镜登、刘永东为组织、领导者，
以被告人孔永熊等人为积极参加者，以被告
人刘志鹏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该组织成员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领
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分工明确，有组织
地在刘村范围内实施了强迫交易、敲诈勒索

等大量刑事犯罪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涉案犯罪主要围绕刘村工程展开，受害
人及受害单位下至个人施工队，上到大型建
筑企业。

2012 年 3 月开始，广州尚某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挂靠相关建筑公司承接某小区的土
建、初装工程，并由声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承接
混凝土供应业务。被告人钟泰文、钟泰燊、钟
洪添等人遂驾驶小汽车堵住工地门口，阻拦
声某公司混凝土车辆卸货以迫使工程停工，
造成声某公司损失。后被告人刘永东、孔永熊
通过上述手段迫使尚某公司与其控制的公司
及工程队签订混凝土供货合同及地材供应合
同。经鉴定，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穗强公司
向该小区供应混凝土共计价值逾 3000万元。

除抢占工程外，该组织成员在村中作风也
是横行无忌，经常抱团“一呼百应”。被告人陈
镜登与同案人在广州市原萝岗区荔联街东区
市场经营“港联购销部”，经营啤酒销售业务。
2005 年 11 月，二人为阻止市场内的其他人员
销售某品牌啤酒，遂纠集人员携带刀、枪、棍棒
等凶器及白手套到东区市场内对该品牌啤酒

的销售人员进行殴打，并致一人受轻伤。
2015 年 5 月，被告人刘志鹏驾车至广州

市原萝岗区刘村菜市场附近时与途经的被害
人吴某、高某发生争执并推搡。被告人刘志鹏
以其儿子在车内受到惊吓为由，纠集被告人
刘永森等人对二被害人实施殴打，致被害人
吴某重伤二级。

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刘永添、朱志高、
陈镜登、刘永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等罪，依法数罪
并罚，其中对刘永添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并处没收财产 5020
万元，罚金 120 万元；对陈镜登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并处没收财
产 3000 万元，罚金 98 万元。

法院认定刘志钊等 48 人犯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等
罪，认定刘仲成、刘仲坚犯故意伤害罪。法
院对朱志高、刘永东、刘志钊等 52 名被告
人分别判处 19 年至 2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以 3098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的财产刑。
宣判后，除两人表示不上诉外，刘永添等其
余 52 人均表示上诉。

广州“村霸”暴力垄断工程 54 人一审获刑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1 日电(记者魏良磊、栾海)俄罗斯
一架载有 71 人的客机 11 日下午在莫斯科州坠毁。

据俄紧急情况部通报，这架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
公司的安-148 客机当天计划从莫斯科前往俄西南部城市
奥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坠毁于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
初步统计显示机上共载有 65 名乘客和 6 名机组人员。

据地面空管人员透露，该客机于当地时间 14时 21 分
从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14时 26 分后客机的飞行速度快
速下降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俄交通部顾问捷列霍娃表示，目前缺乏关于此次坠机
的详情。莫斯科州救援部门一位专家表示，机组人员失误和
机械故障都可能造成此次失事。

当地气象中心发布消息称，当天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
的温度、湿度和大气参数都处于正常范围内，气象因素不是
导致此次坠机的原因。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遇难人员家属表示哀悼，并要求
俄政府组建专门委员会对此次空难展开调查。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1 日电(记者栾海、王晨笛)俄罗斯
紧急情况部官网 11 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在莫斯科市远郊坠
毁的安-148 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紧急情况部了
解，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客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
中国乘客。

俄一客机在莫斯科州坠毁

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 2018 年 2 月 9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拍摄的
一架萨拉托夫航空公司的安-148 客机（资料图片）。

新华社/卫星社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10 日电(记者陆文
军、王默玲)近日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发布了
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电服务水平”为核
心的“五省五增”十项举措，变身“电小二”，发
力提升企业客户的办电体验，提升营商环境。

用“省力”“省事”“省钱”“省时”“省心”的
办电“套餐”服务好企业客户。公司将低压客
户办电压缩为三个环节，高压客户办电压缩
为四个环节，总体环节压减 30%；全面推行
“互联网+”业务扩展，推行线上办电、移动作

业和客户档案电子化，在节约办电时间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便捷度；优化供电方案，实现
就近接入，最大限度降低客户建设成本；按照
客户意向接电时间倒排工期，实施里程碑计
划，平均接电周期压减 30%；坚持“先接入、
后改造”，优先保证客户工程无障碍按时接
电。

靠“五增”再创优绩。优化电网结构“增能
力”、规范办电流程“增透明”、联动各方协作
“增效率”、拓展评价渠道“增品质”、创新能源

增值服务“增价值”，这“五增”均是对电力公
司的发展实践提要求，要求的价值维度都是
围绕“服务”展开。上海“电小二”用“五增”为
自身服务能力赋能升级。

在上海世博园 B 片区，由国网上海电
力公司建设运营的能源中心，利用冷、热、
电的分布式供能模式向片区内的 20 多幢大
楼供能，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4107 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542 吨，减少二氧化硫
排放 82 吨。

沪电力部门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十举措 去年以来，由广西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纪录片栏目《多彩
中国》在东南亚多地落地播出，成为对外展示中国风采，讲
好中国故事的新平台。

《多彩中国》栏目由广西电视台携手泰国媒体共同推
出，专门播出优秀中国纪录片。目前，已在泰国现代电视台、
民族电视台等媒体落地。中国元素是泰国现代电视台和民
族电视台今年的推介重点。两家电视台经过精心筹备，在新
年伊始实现了《多彩中国》栏目的开播。

除了泰国之外，《多彩中国》已于去年 7 月在越南数字
电视台第 10 频道落地播出。《故宫》《舌尖上的中国》等系列
纪录片在当地观众群体中收获广泛认可。广西电视台副总
编辑颜兵表示，开设《多彩中国》栏目让更多国外社会精英
和普通大众了解中国，进行深度文化合作交流，最终将落实
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苏宇)

“多彩中国”落地东南亚

“文化走出去”开辟新路

为了“活跃气氛” “表达诉
求”，在一家企业的年会上，员工
把《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恶搞
成“讨薪歌”。视频上网后招致一
片批评，有网友指出：“一首标志
性的抗战歌曲，用恶搞的形式进行
表演，有辱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有损中国人民的抗战形象。”

不仅是《黄河大合唱》，一段
时间以来，《东方红》《游击队
歌》《十送红军》《我为祖国献石
油》等红色经典都遭遇过恶搞，引
发网民批评。相关部门对此类行为
也予以严肃查处。

言为心声，红色经典来自于中
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
程，蕴含着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和
敢于胜利的英雄风范，凝聚着昨天
留给今天的集体记忆，深深镌刻于
民族魂魄之中。先人的奋斗我们已
无法目睹，但品味这些不朽篇章，
我们可以在精神上重温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

对经典文艺作品进行改编并非
禁区，其要义在于推陈出新，通过
二度创作提升原作艺术品位、增强
时代气息、升华精神气质。反之，
对文艺经典进行恶搞，只会降低作
品的格调，沦为化雄鹰为腐鼠的恶
俗。

而恶搞红色经典，不尊敬历
史，不崇尚英雄，将民族文化精髓
拿来消遣、解构甚至亵渎，消解的
是主流价值观，消耗的是民族自尊
与自信，百害而无一益。

当下，我们要捍卫经典，拒绝
恶搞，首先就要把历史教育落实到
位，让红色经典在公众尤其是青少
年心中形成历史定格，形成内化于
心的对经典的真正认同。同时，我
们还要坚定文化自信，外化于行。对恶搞经典的错误言
行，社会公众要明辨是非，大声说“不”，有关部门更要
及时出手，严肃查处，规范处置，让类似的恶搞没有市
场。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坚定文化自觉，要以舍我其谁的
责任担当，主动承担起将红色经典创造性升华、创新性发
展的历史责任。

(记者周玮、史竞男)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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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一堂课即将结束，曹先生和
老师一起用互联网搜索到 3D 版中国地图，
向孩子们直观展示中国的样貌。他希望英国
小朋友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不
同特色，是一个很值得孩子们今后去看看的
地方。

这堂春节课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头至尾
没有冷场，一个孩子中途举手想去厕所，到
最后也没舍得离开。老师对曹先生的讲授也
相当满意，在家长会上对曹先生表示感谢。
孩子们更是记住了这位讲授春节课的叔叔，
上学路上纷纷跟他打招呼，向自己的父母介
绍他。

曹先生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在英国生活
近 20 年，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让更多
英国人产生进一步接触和了解中国的愿望。
他身边越来越多英国朋友到过中国工作或旅
游，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他们的了
解依然有限。

“这不是我第一次给英国当地人介绍和
普及中国文化，但却是第一次给孩子们讲。
孩子学校在积极宣传中国春节文化，我作为
一个内地出生的华人，自觉有必要告诉学校
师生原汁原味的春节文化是什么样的，中国
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让西方人从小就对中国
有客观的认识。”曹先生说。

新华社伦敦 2 月 11 日电

告诉你原汁原味的中国年

据新华社香港 2 月 11 日电(记者郜婕、
张雅诗、颜昊)香港一辆双层巴士 10 日傍晚
在新界大埔公路发生侧翻事故，事故已造成
18 人死亡，62 人受伤，其中 10 人情况危殆。
巴士司机当晚因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新界北总区交通部警司李志伟 10 日在
事故现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九龙巴士公司
一辆 872 路双层巴士从沙田马场出发开往大

埔中心，傍晚 6时 15 分左右在大埔尾村巴士
站附近疑因超速失控，向左侧翻。

李志伟说，涉事司机约 30 岁，涉嫌危险
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
体受严重伤害，于当晚被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鉴
于此次车祸“非常之严重”，且香港不久
前也曾发生严重巴士事故，除了警方和九

巴公司针对此次车祸的调查外，将针对公
共交通服务整体状况开展由法官主持的更
广范围调查，以确保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
安全可靠。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
10 日晚间也通过其官方网站对该事件表示
关切。中联办负责人表示，如特区政府有任何
需要，中联办将提供一切协助。

香港巴士车祸：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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