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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本报讯 记者何玲 实习

记者孟佳惠报道 日前，江苏

省苏州公安机关成功侦破

“3·26网贷电信诈骗专案”，在

全国率先打响打击贷款类电信

网络诈骗集群战役，揭开了此

类诈骗案的黑灰产业链条。近

日，公安部指挥全国15地公安

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

捣毁非法网络贷款推广团伙57

个，抓获嫌疑人460余名。

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

诈骗中心发现了一条“某银贷

款”推广信息。随后，警方展开

调查，发现“某银贷款”的服务

器位于济南。苏州昆山市公安

局刑警大队中队长何永亮表

示，大量证据表明，一个叫做

“芯贝科技”的网络公司有重大

嫌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贾

某军，山东济南人，实际工作人

员6名，他们通过非法途径获

得网贷金融广告投放资格，对

外发布网络贷款广告。

“这些非法贷款广告伪装

成正规的知名网贷产品，被精

准推送给有贷款需求的网民，

让人真假难辨。”苏州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中队长杜玮彬说。

据介绍，在这个犯罪产业

链中，各团伙之间相互分工协

作，涉案人员多、团伙专业性强、

影响危害大。从非法收集公民

个人信息到完成贩卖，“代理商”

专门负责开设、投放虚假贷款

广告，“渠道商”专门负责伪造

正规营业执照、企业网站域名，

“运营商”专门负责租用境外服

务器、开发制作虚假贷款广告

页面或手机App，并收集有贷

款意向人员的个人信息，“推广

商”专门负责将非法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贩卖给诈骗团伙。

来自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昆山市局的200余名警力

分赴山东省等5省7地，打掉

10个非法网络推广团伙，抓获

代理商、渠道商、运营商、推广

商4个层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44名，扣押、冻结涉案资金2

亿余元。

贾某军等人落网后，公安

机关继续扩线侦查，拓展出贷

款推广类犯罪线索60余条，涉

及15个省份。今年7月，在公

安部的直接指挥下，15个省份

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非法网络推广团伙

57个，抓获嫌疑人460余名。

“我们将持续保持对此类

犯罪活动的零容忍和高压严打

态势，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强化

监管整治，抓好‘黑灰产’打击

治理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

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公安部

刑事侦查局相关负责人说。

全链条打击网贷诈骗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的

大变局，面临八大不确定性，中

国要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极

强的韧性战胜这种不确定

性。”11月13日，2020年第五

期（总第十四期）“国合党建讲

堂”在京举办，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讲授党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世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在

朱光耀看来，世界各国面对的是

一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首

先，引发了一场世纪性的全球

公共卫生危机；也导致了自“二

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

经济危机；还造成了全球治理

体系的危机。三者相互叠加，

相互影响。”

朱光耀将全球面临的不确

定性总结为八个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变

化的不确定性。截至11月13

日，全球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

5300 万人，累计死亡人数逾

129万人。疫情能不能够在今

后几个月内得到有效遏制，还

存在不确定性，这需要所有国

家开展合作，共同抗疫。

——全球经济走势的不确

定性。全球经济能否按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

在2021年实现5.2%的增长，也

需要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

——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

不确定性。在第二波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保

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使得产业

链的上中下游都能够继续正常

的运作，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

考验。

——宏观经济政策，特别

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确

定性。疫情暴发以来，在财政

政策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动用

了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来

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增长下

滑，解决失业问题，保持社会的

稳定。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

发达经济体实行负利率的货币

政策，而全球目前共有17万亿

美元的债券以负利率作为标的，

这是国际金融市场从未经历过

的一种特殊挑战。国际社会，

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方面，缺乏合作的意愿

和动力，使得国际宏观经济政

策的协调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协

调的不确定性。美国在这个月

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

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

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能否回

到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大

的政策框架之下，面临不确

定性。

——数字经济发展的不确

定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居家办公

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对隐私保护、数据

安全、数字货币发展、数字税

收、对大的数字平台垄断性监

管等结构性问题，需要有明确

的政策框架和政策指引。这也

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

——多边体系，特别是主

要国际机构发展的不确定性。

世界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多边体系，需要主要国际组织

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

性。要坚持中国的政策、立场

和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符合中

国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和平与

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也是不可

抗拒的历史潮流。

朱光耀表示，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这对中国经济在未来5

年，乃至15年的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朱光耀特别围绕远景目标

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这句表述

作了解读，“要实现这一远景目

标，需要 GDP 增速实现年均

4.7%的增长。在未来15年，中

国经济保持5%的潜在增长率，

是可以实现的，但一定要继续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朱光耀部长为我们讲了

一场精彩的党课，授课内容主

题非常鲜明、逻辑非常严密、内

涵非常丰富。”国际合作中心

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依滨在

讲座结束后评价道。

据了解，参加本期“国合党

建讲堂”的，除了国际合作中心

的近70名党员干部外，还有和

国际合作中心开展党建共建活

动的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的

15名党员干部，以及“国合青年

英才计划”的5名学员。

本报讯 记者田孔社报道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

交会”）11月11日~15日在深

圳举行。山西组织了28家企

业和高校组团参会，集中展示

新材料、电子与信息、生物医

药及医疗器械、光机电一体化

及先进制造、新能源节能技术

等代表“行业风向标”的新技

术新产业发展成果。

在山西新材料展区，航天

级智能温控高温防火服格外

引人注目。据山西迈克芬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拥军介

绍，他们这次带来了形似“航

天服”的新型消防装备。此款

防护服可耐1000℃高温，且内

部温控系统控制在25℃以下，

内部生命保障系统维持不低

于25分钟，是保障消防员生命

安全的生命守护神。

山西大学展示出由秦雪梅

教授团队研发的以山西道地

药材“柴胡”为原料，在挖掘经

典方剂“逍遥散”科学内涵基

础上研制的治疗抑郁症中药

新药，目前已获得临床试验批

准证书。此项技术在高交会

开幕当日即颇受关注。

山西展区展出的还有钙

基绿色新材料、半导体材料碳

化硅、大健康产品、深紫外

LED项目、新冠肺炎疫情预测

预警大数据平台、智能机器人

视觉环境感知技术等，集中展

示了山西聚焦“六新”突破、加

大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转型

发展的积极成效。

高交会山西代表团副团

长、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岫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本届高交会山

西带来了一系列“亮眼”的高

科技项目和产品，每一项都非

常契合本届高交会的主题“科

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展”，

很多产品都是新研发的成果，

第一次在高交会亮相。

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国油茶产

业发展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

国坚持多措并举，油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初见成效。目前，全

国油茶种植面积达到6800万

亩，高产油茶林1400万亩，茶

油产量62.7万吨，油茶产业总

产值达1160亿元。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油茶

产业政策支持持续加大，油茶

种植面积、产量逐步提高。今

年，中央财政将油茶低产低效

林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国家林

草局发布了《油茶产业发展指

南》，15个油茶主产省区印发

了省级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加

快推进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和

管护。2019年以来，共改造低

产低效油茶林364万亩，许多

地方茶油亩产量提高 4 倍~

10倍。各地通过创新油茶产

业经营模式，有效带动近2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同时，我国加快实施油茶

良种选育、品种结构调整及产

业科技创新。全国已建立定点

苗圃658个，油茶良种年生产

能力从2008年的5000万株增

加到2019年的10亿株，部分

高产稳产油茶良种亩产可达

40公斤~50公斤。

据介绍，未来5年，国家林

草局将以实施油茶质量提升工

程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作为支

撑，强化质量监管和品牌建设，

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推动油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5 年，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9000万亩以上，完成2000万

亩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茶油

产量达到200万吨。

全球面临八大不确定性 需以稳定性战胜不确定性
2020年第五期（总第十四期）“国合党建讲堂”上，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讲授党课

我国油茶种植面积达6800万亩
带动近200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山西多项高科技成果亮相深圳高交会
28家企业和高校组团参会

□ 宋 瑞 白佳丽 郭方达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天河”

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运算速度有多快？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主任助理孟祥飞

给出答案：这台超级计算机每

秒钟的计算能力将达到10的

18次方。

超级计算机，是天津“智”

造的基石之一。近年来，天津

在自主创新的藤蔓上不断开花

结果，走出天津工业转型升级

“路线图”。

“汰”

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体

会过发展的阵痛。20世纪80

年代起，王稳庄镇大力发展小

五金制造产业。鼎盛时，这里

上千家钉子企业为全国提供了

将近一半的钉子。

“当时沟渠里的水都被染

成了五颜六色，村里天天乌烟

瘴气，老百姓苦不堪言。”王稳

庄镇副镇长孙龙回忆说。

2017年起，王稳庄镇重拳

整治“散乱污”企业，陆续关停

取缔各类污染企业400余家，

并开始建设以高端制造业为

主导的新型工业区，引导企业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实 现 转 型

发展。

经营“钉子”企业的天津市

信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天建最有发言权。

被下令关停后，他主动购

买了全新的生产设备，配备了

相应的环保设施，并将企业搬

迁到位于西青区的赛达工业

园内。如今，他的公司走上了

生产高强度射钉、水泥钢钉等

高品质产品的新路，年产量达

到3亿粒，有的品类还出口到

国外。

冯天建说：“‘十四五’期

间，我给公司定了个小目标：进

一步提升科技性、自动化程度，

朝着创新的方向发展。”

据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

来，天津已累计关停“散乱污”

企业23,000余家，为高质量发

展腾出空间；创建绿色工厂

118家、绿色园区3家；规模以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

降14.6%。

“转”

网上设计、网上下单，顾客

定制符合心意的家具后，位于

天津滨海新区的美克国际家居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实木家具智

能制造工厂“秒接”订单，制作

信息实时发往各个工艺环节。

美克家居C2M总经理许海

介绍说，管理这一切的是工厂

的“智能大脑”，它由10大系统、

8大数据库、230万条静态数据

和每天约20万条动态数据组

成，能实时获取来自网上的销

售订单，准确安排生产并管理

每个零部件的生产进度。

一组数据显示出传统工厂

智能改造的成果：相较于改造

前，这座智能制造工厂的生产

效益提升了36%，单位产值能

耗却降低了39%，运营成本也

降低了38.5%。

数据背后，是政策的支

撑。近年来，天津持续推进制

造业智能化升级，出台实施“智

造十条”百亿元专项资金政策，

培育了一汽丰田新工厂、海尔

5G智能工厂、丹佛斯智能制造

灯塔工厂等75个智能工厂和数

字化车间。

“‘十四五’期间，天津将继

续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提

升智能制造服务能力，强化

5G、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

施支撑。”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研究室主任杨冬梅说。

“增”

信创因子的注入，改变着

天津制造业的发展“质感”。

走进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一扇“专利

墙”亮出公司多年来自主创新

的“成绩单”。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执行总

裁孔金珠说：“我们要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筑牢网络安全

的底座，对国家的信息产业发

展形成战略支撑力。”

如果说操作系统是计算机

的大脑，那么CPU芯片就是计

算机的心脏。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是国内领先的自主核心芯片

提供商。在麒麟软件和飞腾公

司的“强强联合”下，基于飞腾

中央处理器和麒麟操作系统的

技术和产业体系（PK体系），被

称为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安全

的“中国架构”。

今年以来，一批信创产业

的好消息陆续从天津传出：中

国长城（天津）基地自主安全电

脑下线，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V10版本正式发布，飞腾AI实

验室正式启动试运营……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高

技术产业在建项目313个，同

比增长 8.3%，完成投资增长

22.8%。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生物、数字创意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均在

25%以上。

“尽管在结构转型期曾遭

遇低谷，但天津正从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曙光已

现，未来可期。”天津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说。

自主创新绘就转型升级“路线图”

花开迎盛会花开迎盛会
时下，广西南宁市街头异木棉、

三角梅陆续盛放，为月底即将举行的

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增添一抹靓丽

色彩。图为南宁市街头盛放的鲜花。

新华社记者 周 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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