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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
总装三车间仍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景
象：在装配工人和机器人的“默契配合”下，
一个个零件在这里组装成车；在整车区域
的生产线上，瑞虎 8、艾瑞泽 5 等新车排列
整齐，检验员们忙着对车辆进行下线前的
系列检验。

“订单很火爆，瑞虎 8、艾瑞泽系列等
车型月销量都过万辆了。”奇瑞总装三车间
生产室主任肖龙斌告诉记者，春节假期即
将到来，现在各条生产线都开足马力加油
干，确保车辆早日交付。

1 月 24 日是奇瑞汽车的一个“大日
子”，该公司高端子品牌——“EXEED 星
途”的首款车型星途 TX 正式下线，吹响

了迈向高端汽车市场的嘹亮号角。“消
费升级对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中
国乃至全球汽车产业正朝着电动化、智
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方向发展。”在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看来，
中国自主品牌“集体向上”成为趋势，
EXEED 星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

全球首款百度 Apollo 小度车载 OS
量产车型，车上人脸在线支付功能、AR智
能导航、双向型智能家居互联功能……下
线仪式现场，星途TX的“智慧”程度让人
惊叹。这是奇瑞坚持创新、开启智能化战
略的一个缩影。根据奇瑞发布的智能化
战略品牌“奇瑞雄狮CHERYLION”，雄狮

智云和雄狮智驾是其智能汽车技术和业务
的核心价值链。其中，前者将为用户创造
一个能感知、能互动、能够实现情感融合的
移动第三空间；后者则是奇瑞专注于打造
自动驾驶的技术平台。依托这两者，奇瑞
正在打造“会思考、会说话、会关怀、会学
习”的智能汽车。

奇瑞汽车正通过创新不断集聚品牌“向
上”的力量，并已经成为拥有最多发明专利
的中国品牌之一，2018年，新增授权专利
1038项。与此同时，一系列创新成果崭新出
炉：代表中国自主高端新里程碑的变速器成
功下线并投产；奇瑞新能源顺利通过工信部
的生产准入认证，获得“双资质”，步入造车
新阶段；奇瑞北美和欧洲研发中心已正式投

入运行，全球化开发体系更加成熟。
尤为瞩目的是，2018 年奇瑞出口

12.7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8%，连续16年
位居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目前，奇瑞的
产品已经出口到海外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累计出口约140万辆。出色的海外表
现，让奇瑞 3 度跻身中国外文局发布的

“最佳海外形象企业”20 强，已成为国际
舞台上一张闪耀的“中国名片”。

创新永无止境。尹同跃说，当前，奇
瑞已开启新一轮产品竞争力的全面升
级。未来 2 年，奇瑞计划推出 10 款高颜
值、高性能、高智能的全新产品；打造更具
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先进产品，实现从快速
发展到技术领先的跨越。

奇瑞汽车：自主品牌的一张闪耀“名片”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本报成都1月28日电 记者钟华林

报道：1 月 28 日，以“从小年到大年 到绵
竹过中国年”为主题的第十八届绵竹年画
节暨“年画重回春节”文化活动在四川绵竹
开幕。

大鼓队表演、春官赐福、年画仕女骑
游、传统汉服展演、新春唱大戏、龙狮灯
表演等活动在年画节开幕式上一一上演。
其中，最独具特色的，当属再现清代画师
黄瑞鹄创作的《迎春图》中历史民俗文化
大巡游的盛况。巡游队伍细致还原了《迎
春图》 画卷中“金鼓开道”“喜报阳春”

“踩高跷”“喜打春牛”等迎春、报春、游
春、打春的生动场景。年轻的朋友把这一
民俗巡游称为绵竹版的cosplay游戏。

绵竹年画节文化活动开幕

本报长春1月28日电 记者李万祥

报道：已经开始彩排的 2019 年央视春晚，
将给观众带来 5G 网络传输的全景预览春
晚候播大厅和长春、深圳两个分会场的全
新体验，这是5G网络VR实时制作传输测
试成功的结果。

1 月 28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
国联通、华为公司在吉林长春启动5G网络
VR 实时制作传输测试，为春晚长春分会
场 5G 直播应用提供技术验证与准备。这
是我国首个 5G 媒体应用实验室继 1 月 13
日成功实现 5G 网络 4K 电视传输后，进行
的又一次重要测试，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推动 5G 新媒体平台建设方面的重大突
破，标志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打造具有
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
型主流媒体，紧跟时代步伐、大胆运用新技
术、加快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接下来的央视春晚预热节目中，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将 实 现 VR 全 景 互
动，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感受。同时，
还将制作一批春晚 VR 短视频在新媒体
平台投放，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春晚观
看体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从 2018 年底开始
推进5G网络VR实时制作传输，为总台新
媒体新平台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媒体融合
向纵深发展。

央视春晚亮出“新式武器”——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5G网络

VR 实时制作传输测试

“以前坐火车回家，不仅票难抢，候
车也不轻松，拎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等
待坐车的打工人员浩浩荡荡，上车之后
更是人挤人，非常难受。”河南籍旅客魏
新伟告诉记者，现在不同了，不仅走得
了，而且走得好。

“全国春运看铁路，铁路春运看广
东”。珠三角作为我国春运出发集中地，
外来务工人员高度聚集，运能与需求矛
盾突出，历来是反映全国春运的晴雨表。

2019年春运，越来越多的旅客把高铁
作为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新开通的江湛
铁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怀邵衡铁路也首
次投入春运，粤西通道、香港往来内地渠
道、湘西南铁路网得到进一步扩充。

据介绍，今年春运，广铁管内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铁路 3890 公里，约占全

国的15.5%，全路排名靠前。高铁运量也
将扩充，达到普铁运量2倍以上。广州南
站日均停靠动车组数量高达800列，位居
全国之首，日均发送量达30万人次。

在全国参与春运的 2.9 万公里高铁
线路中，有京广、广深港、贵广、南广和广
珠城际 5 条高铁线在广州南站交会，珠
江之滨出现了五“龙”护“珠”的壮观场
面，广州成为全国唯一东西南北 4 个方
向均有延伸出省高铁干线的城市，从广
州南站始发的动车组直通全国 22 个省
区市。

今年春运，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
大站客流更密集。广铁采取小站分流大
站的方式，加快旅客运送和疏散。其中
佛山西站、广州北站、深圳坪山站、常平
站的接驳与客流组织已趋成熟，旅客接

受度增强，更能为广州南站、广州站、深
圳北站、东莞站等主要车站分流，大大缓
解春运压力。

随着高铁网络越来越密，高铁枢纽
站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换乘功能。广州
南站春运期间每天都有 7万多人次在站
内中转换乘。为方便旅客从高铁与城轨
间相互转乘，广州南站继续推行换乘便
捷服务，每天安排100多人引导、检票和
护送，整个中转乘降过程更加流畅，平均
可为旅客节省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广州南站大幅、快速分流，广州
站等普速车站春运组织和高峰应对压力
明显降低，出现了“流大不滞留”“峰高不
显峰”的喜人局面。全国春运重镇——
广州的春运重心向高铁站倾斜，使得春
运更安全。

此外，深圳北站为提高站内中转效
率，加强标识宣传，安排专人引导，开通
直达候车室电梯，使旅客换乘更快更便
捷。广州东站打通了便捷换乘通道，优
化客流分区组织和围蔽方式，将空间还
给旅客，减少旅客进站行走距离。

多年前，大家谈论春运时对“一票难
求”都有感同身受的记忆，为了买一张票，
从深夜起，需要从售票窗口排几公里的队
伍。据广铁统计，如今90%的春运车票由
互联网售出。从彻夜排队到“动动手指”移
动支付，从打地铺到喝咖啡，新时代的春运
不仅满足“走得了”，更满足了“走得好”。

春运能力的提升，是我国交通运输
行业的快速崛起。铁路的新运力、新科
技、新服务、新体验，正在把这场几亿人
的大迁徙变得可观、可赞。

旅客购票从彻夜排队到“动动手指”——

广铁：新科技 新服务 新体验

今天是农历小年，车站迎来了客流

小高峰，前来咨询的旅客络绎不绝。北

京 西 站 爱 心 服 务 热 线 电 话 ：010—

51824233也始终处于挂完电话又接起

的状态。

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咨

询改签退票的旅客不在少数。温馨提

示一下，考虑到复杂的交通路况，特别

是节前人多车多；进站安检验票需要

排队。尤其是西站的站台多、站线长，

旅客从验票口到候车室、站台，再到旅

客所乘的车厢，需要花不少时间。因

此，旅客出行时务必把时间安排的宽

松一点，打出提前量，以免误车。

此外，由于站内客流量不断攀升，老

人孩子走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天有一

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走丢，被站内的实

习民警找到后送到了爱心服务站。我们

随即通过小区广播进行播报，没多久，孩

子的妈妈就匆忙赶到了服务站。

为了应对类似突发情况，今年，

北京西站特别设立了小区广播，能覆

盖站内的各个角落。现在，旅客广播

找人只要来服务站，就可以做到在站

内全覆盖，不仅大大提高了寻人效

率，也为旅客节省了候车时间。

（本报记者 吉蕾蕾整理）

爱 心 服 务 热 线 不 停 歇
2019年1月28日 晴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 陈 霞

1月27日，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游览。春节将至，京城各大公园景区年味渐浓，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春游园活动并倡

导文明旅游，营造和谐文明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1 月 28 日，由青岛客运段烟京车队值乘的北京开往烟

台的 K285 次列车上，列车长毕凯为小朋友介绍列车模型。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本报北京 1月 28日讯 记者
姜天骄报道:公安部今天在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自2018
年 1 月开始，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年来，全国
公安机关坚持重拳出击，向黑恶势
力发起强大攻势。截至目前，共打
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
团 5593 个 ，破 获 各 类 刑 事 案 件
79270 起，缴获各种枪支 851支，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621 亿元，
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7.7%，八类
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公安部采
取直接牵头侦办、挂牌督办、指定省
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任专案组长、异
地用警等超常规措施开展专案攻
坚，先后挂牌督办48起重大涉黑案
件，目前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0 起。为确保除恶务
尽，公安部持续加大对涉黑逃犯的缉捕力度，2018 年 8
月底对 10名重大涉黑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布 A 级通
缉令，目前已抓获 9 名；2018 年 12 月初，公安部再次对
299 名涉黑逃犯开展集中缉捕清零行动，截至目前已抓
获 150 名。此外，公安部还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泰国、缅
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开展境外追逃行动，一大批潜逃
境外的黑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回国，极大震慑了黑恶
犯罪。

同时，公安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发动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目前公安部扫黑办已接收群众网络、
电话、来信举报共 19万余条，从中梳理出有效涉黑涉恶
线索15445件，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核查，已从中打掉
黑恶势力团伙 269个。同时，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主动开
展线索摸排，共摸排线索近20万条，通过研判核查，已打
掉黑恶势力团伙6800余个。

公安机关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斗争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积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建立涉黑涉恶腐败线
索、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和查办结果反馈机
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对民警违纪违
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按照查处“保护伞”管辖分工，全国
公安机关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查处 152
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涉及腐败问题线索17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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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
县大罗镇东山村，一块“许亨
植牺牲地”的纪念碑肃然挺
立。七十多年前，就在离此
处不远的青峰岭，抗日英雄
许亨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青峰岭上，从此伫立着一座
不毁不灭的“青峰”。

许亨植，又名李熙山，朝
鲜族，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1909年出生于朝鲜庆
尚北道善山郡。因其父亲参加的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的“义兵运动”失败，1913 年举家被迫流亡中国东北，后
迁居辽宁开原。1929 年许亨植来到哈尔滨附近的宾县
从事革命活动，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忠实可靠，多次出
色完成任务。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在哈尔
滨参加反日大游行，被捕入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许亨植经组织营救出狱，到
宾县、汤原、珠河（今尚志）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
队。1933 年，许亨植到汤原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
队。他善于做群众工作，经常以普通农民身份和群众一
起参加水、旱田生产劳动，还帮忙做帮工、干零活。许亨
植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1934 年 6 月，他由地方来到游击队，开始担任东北
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政治指导员、第1大队大队长，率部
参与创建珠河抗日游击区。自1935年1月起，他先后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任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
主任。他还曾在哈尔滨东部地区指挥高力营子、拉拉屯、
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率部参加了 1936年冬季反

“讨伐”作战。1937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政治部
主任，在勃利、方正、依兰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为提高
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部队战斗力，他主持开办了3期
短期训练班，培训了100多名骨干，对提高部队军政素质
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秋，许亨植调任第 3军新编 3师师长，对原 3
师和5师进行整顿。1939年任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参谋
长、第 3 军军长兼第 12 支队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在松嫩
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取得了兰西丰乐镇等战斗的胜利。

1940年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但许亨植仍克服重重困
难，率小分队坚持战斗。他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许多抗
日救国会组织，积蓄了新的抗日力量。1942 年 8 月，许
亨植和警卫员到巴（彦）、木（兰）、东（兴）地区一个小分队
检查工作后，途遇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
因敌众我寡，许亨植未能成功突围，壮烈牺牲，时年 33
岁。 文/新华社记者 黄 璐 于也童

（据新华社沈阳1月28日电）

许亨植：白山黑水间的百战英雄

□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向 冯

1月 27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藻溪小学的学

生手举“福”字喜迎新春到来。当日，藻溪小学的学生们在书

法老师的指导下书写福字。 胡剑欢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