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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聚焦聚焦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
针，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
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鲜
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
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
政府代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
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
台的成功实践。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
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
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
加国际会议。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
穿梭外交，经过多方努力，会议达成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
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外，周恩来
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
面人士接触，他真诚、坦率、机智和
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
有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疑虑

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

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
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
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
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
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
会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
国不了解，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
产主义。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
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
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
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会
上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
变。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后
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
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
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
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
历史性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
更多的国际朋友。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登上国际舞台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
从公安部获悉，9月20日起，租赁
汽车承租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手机APP网上查询、自助处理租赁
汽车交通违法，免去两地奔波。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视员
刘宇鹏介绍，因为承租驾驶人大多
既不在违法行为地，也不在机动车
登记地，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程序
处理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
录的交通违法。为此，公安部专门
制定了《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
控记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租赁车辆交
通违法处理机制。

据了解，对交通技术监控记录
的租赁汽车交通违法，承租驾驶人
可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自
助处理。同时，承租驾驶人在违法

行为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交管部门
窗口处理时，不再要求提供租赁汽
车行驶证，而是由信息系统自动核
对租赁关系。

此外，如承租驾驶人没有对租
赁汽车交通违法及时处理，经过租
赁企业的申请，公安交管部门可以
将交通违法记录转移到承租驾驶人
名下，并通过在租赁合同中确认的
联系方式，及时告知承租驾驶人处
理交通违法。

“对承租驾驶人的交通违法，租
赁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查
询，便于租赁企业掌握本企业车辆
的交通违法。”刘宇鹏说，通过租赁
企业提醒告知、公安交管部门精准
告知等手段，可督促承租驾驶人处
理交通违法，充分发挥交通违法查
处警示效果。

20日起租赁汽车交通违法
可通过手机APP自助处理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8%，涨幅与上月
相同。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
点，影响CPI上涨约1.93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涨幅比上月
回落0.2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非食品价格同比涨
幅持续走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
是推升CPI的主要因素。从今年后
几个月来看，稳定总体物价水平仍
有坚实基础。

食品价格方面，前期上涨较快
的鲜菜价格同比出现回落。8月
份，鲜菜价格下降0.8%，为同比连
续上涨18个月后首次转降。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说，由于今年
夏季冷凉地区蔬菜供应整体相对充
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偏高，后期
扩种意愿高涨，如果不出现极端天

气，蔬菜供应形势将好于去年。
近一段时间，62岁的上海居民周

爱娣发现市场上水果品种更丰富了，
价格也比之前便宜了。

“超市里产自云南的石榴20元4
个，之前每斤接近6元的梨也便宜了不
少，西瓜价格也不贵。总体感觉最近
能挑到不少物美价廉的水果，家里水
果消费支出比之前少了一些。”她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8月份，
鲜果价格虽然同比上涨24%，但涨幅
回落了15.1个百分点，环比看鲜果价
格比上月下降10.1%。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分
析，自7月份以来，随着西瓜、桃子、杏
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各类水果价格
开始逐渐回落。预计2019年苹果、梨
的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
量，国内水果市场供应量充足，完全能
满足需求，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
平。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上涨仍然较
快。8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46.7%，涨幅比上月扩大19.7个百分
点，影响CPI上涨约1.08个百分点。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主要
是阶段性供给偏紧所致，是猪价下
行周期和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的结
果。”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
研究员朱增勇说，四季度生猪生产
有望止跌企稳。生猪生产周期较
长，目前相关部门、各省区市都在积
极行动，预计明年下半年生猪生产
将逐步恢复，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

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会不
会大幅增加通胀压力？

“猪肉只是构成CPI的一种商
品，可能影响短期CPI波动，但不会
撼动宏观物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
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
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说，从历史
上看，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多是
结构性、短期性的。近期鲜果、鲜菜
价格回落明显，将拉动食品类价格
涨幅回落，成为稳定CPI的因素。

除了食品价格，在非食品中，交
通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了2.3%。
今年以来，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提
速降费新举措，为消费者带来实
惠。今年1至8月份，通信服务价

格同比下降了1.1%。此外，汽油和
柴油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1.1%
和1.2%。

数据还显示，8月份，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
降0.8%，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
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唐建伟说，食品价格与非食品
价格涨幅的背离显示CPI的上涨并
非需求拉动，更多是供给扰动。同
时，PPI出现负增长也显示实体经
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下半年总需求
对CPI仍将产生下拉作用。

“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我国物
价不具备全面大幅上涨的基础。”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
裕，居民消费稳定增长，价格总水平
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是具备坚实基
础的。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
格形势变化，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
应调控措施，确保价格运行在合理
区间。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稳定总体物价水平有坚实基础
——从8月数据看物价运行态势

新华社广州 9月 10日电 可
“刷脸”进站的地铁智慧示范车站9
日在广州上线。乘客只要通过手机
完成实名注册并绑定支付方式，即
可“无感”过闸通行。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交通领域
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场景越来越
多。如今，高铁“刷脸”进站已很普
遍，机场、地铁等场所也正被人脸识
别技术覆盖。

广州地铁智慧示范车站目前
仅在地铁3号线的广州塔站、21号
线的天河智慧城站上线，待测试成
熟后将推广使用。上述智慧示范
车站由广州地铁集团、腾讯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院等26家单位共同
打造。

“智慧地铁示范车站采用迭代
更新的轨交智慧操作系统。”广州地
铁集团副总经理蔡昌俊说。

广州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智慧示范车站在运营管理和客
流引导方面也进行了提升。示范站
将最新的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结
合，实现了5G+超高清视频、5G+
智慧边门、5G+智慧安检等多个场
景应用。

9日，广州地铁集团还与腾讯
公司联合推出了轨交智慧操作系
统——穗腾OS1.0。该操作系统基
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支持
地铁运力和车站设施进行场景化
调度，为乘客提供全时空、场景化、
个性化服务。

广州上线可“刷脸”进站的
地铁智慧示范车站

9月10日，老师在“开笔礼”仪式上为学生“点砂启
智”。当日，甘肃省兰州市华侨实验学校为一年级新生

举办“开笔礼”仪式，让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迎接新的
学习生涯。 新华社发

“开笔礼”开启新学期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

“5G全球创新港”10日在上海市虹
口区北外滩正式开港，这是一个综
合性5G应用展示及联创平台。

坐落于上海北外滩核心区的
“5G全球创新港”集5G技术展示、
联创平台、场景应用、科学普及等诸
多功能于一体，云集了一批5G高
端行业和产业企业，旨在以上海落
地5G“双千兆宽带城市”为契机，加
速行业和数字经济的智慧转型，并
激发上海科技经济活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港区共
四层：一层为上海5G综合应用展
示厅，重点展示5G网络、技术、应
用和产业创新生态，通过与远端
5G 场景应用互动，为 5G 创新成
果提供成熟度测试验证；二层为
5G联创中心平台，集聚了华为等
5G 产业链企业、长三角 5G 创新
发展联盟等机构，将围绕以5G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联合
创新；三层是5G＋VSAT联创中
心，为打造5G＋低轨卫星通信网
络研发高地；四层为5G创新应用
在城市管理中的实践及城市规划
展示区。

据介绍，作为“上海5G综合应
用先导示范区”的标志性项目和重
要功能性平台，“5G全球创新港”还
将为各类5G创新型企业提供包括
项目路演、产业融合、资本对接、信
息发布与合作交流等诸多综合服
务。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透
露，上海正加紧推进5G应用创新
和产业发展，目前已有160余项5G
应用正在全市各行业推进，今年5G
应用主要集中在制造、医疗、城市管
理等行业。下一步，上海将着力打
造5G网络建设先行区、创新应用
示范区、产业链企业集聚区，打响

“双千兆宽带城市”品牌。

“5G全球创新港”
亮相上海北外滩

新华社香港9月10日电 香港
海关10日介绍，海关人员在7月1
日至 9月 8日开展了专项执法行
动，共侦破163宗案件，拘捕54人，
查获可卡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
等各类疑似危险药物约 334.4 公
斤。

香港海关表示，其中127宗案

件在香港机场破获，约占总数的
78%。

香港海关强调，此次专项执法
行动成效显著，有效堵截了危险药
物，彰显了部门对贩毒活动零容忍
的态度。今后除了日常执法外，海
关将继续视情况进行专项行动，加
强部署打击贩毒活动。

香港海关警告，公众人士切
勿在没有确定物品属性的情况
下，贸然协助他人运送物件，也不
要以为用各种方式偷运便能逃避
检查。根据香港危险药物条例，
贩运危险药物属严重罪行，一经
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港元
及终身监禁。

香港海关开展专项行动

侦破163宗跨境贩毒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