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聚焦“掌控
第四次工业革命”主题。哪些技术将引领第
四次工业革命？ 瑞士冰雪小城达沃斯有不
少答案。 在最新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
斯·施瓦布分别从物理、 数字和生物领域
列举了新工业革命中的核心推动技术，分
别是无人交通工具（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
机）、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
与基因工程。

在新工业革命的大框架下，各种技术
彼此交融、相互促进。正如没有超级计算
能力的出现，就难以实现基因测序；没有
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 就无法推动高级
机器人的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首席技术官马修·格罗

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四次
工业革命绝不仅受一种技术驱动，人工智
能与学习算法、高速度与低成本的通信技
术将是新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工智能为例， 苹果手机Siri语音
控制系统通过预设答案及网络搜索手段
实现了初步智能应用。但参加达沃斯年会
的科技界人士预测，未来人工智能完全可
以实现理解语言、读懂文件、自我学习甚
至情感理解。

当前， 基因突变与某些疾病的关系
仍然神秘未知， 超级计算可在基因测序、
寻找问题基因突变及开发精确药物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基因工程技术进
一步升级， 有望通过修改基因回避疑难
杂症。

清华大学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22日还在瑞士达沃斯签署合作备忘录，
决定在北京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
中心（北京）”，打造高精尖的医药转化创新
平台。比尔·盖茨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许多
科技领域的创新正在快速推进，数字领域
的创新可能继续领跑。 电脑认知能力、机
器人从事人类工作、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分
析模式，可成为包括医药在内所有行业的
基础工具。

伴随新技术和创新层出不穷，今年的
达沃斯年会吸引了不少初创科技企业前
来淘金，众多风险投资与跨国公司也兴趣
浓厚。新技术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工
业革命的未来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3日电）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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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我国法院将完善对外逃腐败犯
罪分子依法审理程序，加强与纪检、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积极
参与海外追逃追赃工作。

这是记者从23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了解
到的信息。会议提出，各级法院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
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严厉打击贪污贿赂、滥
用职权、失职渎职犯罪，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进一步
震慑腐败分子。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23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会议提出，我国法院将积极稳妥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推
动在各级法院探索设立执行裁判庭， 探索执行实施机构实行警
务化模式。

会议要求，要推进执行工作职业化、规范化、信息化，实现严
厉打击拒执罪、反规避执行、反消极执行和反干预执行常态化，
大力推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围绕委托执行、网络拍卖、公证债权文
书执行等问题加强研究和指导，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23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会议提出， 2016年，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法官职务套改
工作，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认真落
实中央确定的试点方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订试
点方案具体实施办法，实行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建立
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法官单独序列管理及工资制度。

最高法：

完善外逃贪官审理程序
●将探索设立执行裁判庭
●法官等级将与行政职级脱钩

� � � �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 23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德黑兰萨德阿巴德王宫同
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双方回顾中伊友
好关系发展历程，就双边各领域合作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
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
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伊朗都是文明古
国。 两国人民2000多年前便通过丝绸之路
展开友好交往，结下深厚情谊。两国在历史
上没有战争纠葛，只有悠久绵长的友好交往
和精诚合作；在现实中没有根本矛盾，只有
始终如一的相互支持和互利双赢。中伊友好
源于历史上的友好交往，源于困难时期的相
互扶助，源于重大问题上的无私支持，源于
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
考验。中方希望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落实顺

利，欢迎伊朗以崭新姿态出现在地区和国际
舞台，愿意同伊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政治、
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安全、人文等互利合
作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方尊重支持地区国家和
人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
发展道路，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地区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 中方愿同伊方保持沟通协调，维
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伊方加强“一带
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要把能
源合作作为“压舱石”，在能源领域建立长期
稳定合作关系；把互联互通合作作为“着力
点”，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矿产、通信、工程
机械等领域合作，落实好有关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把产能合作作为“指南针”，加强经济
产业政策沟通和对接，引导两国优势互补企

业加强合作，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元化的
产能合作格局；把金融合作作为“助推器”，
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

鲁哈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伊朗核问题
解决后首位到访伊朗的外国元首，这反映伊
中积极友好关系的水平。此访必将成为两国
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形势下，伊方愿
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深化经贸、 投资、能
源、金融、环保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
调。

两国元首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一致同意
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此为中伊关
系新的起点和纲领，夯实互信，增进合作，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同意扩大高层交往和各层级交流，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 推进安全合作，为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双方同意推动智库、高校、青年加强
交流，共同办好孔子学院。

会谈后， 习近平和鲁哈尼共同见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能
源、产能、金融、投资、通信、文化、司法、科
技、新闻、海关、气候变化、人力资源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强势闯入澳网16强

张帅：
梦想拿大满贯冠军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王亮）状态起
来了，挡都挡不住。在今天进行的澳网女单第
三轮比赛中， 张帅以6比1、6比3轻松击败美国
选手勒普琴科， 从资格赛起连胜六场闯入16
强，继续刷新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赛后张帅
表示：“梦想能夺大满贯冠军。”

第15次征战大满贯正赛的张帅本次澳
网迎来爆发， 首轮击败世界第2的哈勒普，
拿下个人大满贯首胜， 随后又战胜法国名
将科内特，闯入第三轮。面对世界排名第51
位的美国左手名将勒普琴科， 张帅火力全
开，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首盘张帅开局略紧， 勒普琴科率先破
发。但此后就进入张帅时间，中国金花三下
五除二就连拿6分，奠定了胜局。第二盘张
帅遇到一定抵抗，但依旧发挥出色，最终以
6比3拿下次盘。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张帅被问到是否想
过夺冠，这位中国姑娘说：“大家都有梦想，
我的梦想是拿大满贯的冠军。 可能有人会
说，现在离太远了，才打进16强。不过，梦想
总可以有吧。”下一轮张帅的对手将是美国
天才凯斯。

澳网赛场的其他中国金花， 只剩下郑赛
赛与徐一璠继续前行，携手杀入女双16强。

省青少年击剑邀请赛举行

百名选手以剑会友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晨熙杯”2016湖南省青少年击剑邀请
赛在湘一外国语学校举行，100多名小剑客
齐聚一堂，比拼剑术，以剑会友。

本次邀请赛为期两天， 设个人赛和团
体赛，其中个人赛又设男子花剑、重剑以及
女子花剑、重剑四个小项。来自湘一外国语
学校、育才小学、大同第二小学等校的100
多名选手参加。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承办， 湘一外国
语学校、大同第二小学、湖南省晨熙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承办。 晨熙俱乐部负责人陈进
介绍，“击剑是一个既锻炼身体， 又提升内
涵的运动，也非常刺激，希望通过比赛的举
办，能让更多人了解击剑、爱上击剑。”

近几年，我省击剑运动快速发展，据介
绍， 近两年仅在晨熙俱乐部有过击剑学习
的学员就超过两千人。

哪些技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5年 1月 23日

第 201602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11 1040 1259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10 173 243930

7 2 9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23 0 4 1
排列 5 16023 0 4 1 5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10 12 13 15 16 28 02+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1
下期奖池：2302754070.63（元）

7946166 47676996

47676994767699

� � � � 2016年春运将于1月24日正式拉开大幕，历时40天。据预测，2016年春运期间，全国出行量将持续攀升，旅客发送量预计
超过29.1亿人次。图为1月23日，动车组列车在上海铁路局上海动车段内准备投入运营。 新华社发

春运大幕开启
历时40天，发送旅客预计超29.1亿人次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企
业数据造假、 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一事，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23日说， 将联合相关部委组织专项检查， 对查实的
骗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对各种骗补和寻租行为给予
严厉打击， 决不手软。

楼继伟是在23日举办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做
上述表示的。 楼继伟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步并
不晚， 但在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缺少重大突破，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过度依赖， 缺乏十
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创新精神。

财政部去年已明确， 2017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
准， 将在2016年基础上下调20%， 2019年至2020年下降40%，
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将退出。 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依然广泛
存在的地方保护问题， 楼继伟说， 地方保护导致市场被分割，
企业无法形成规模， 难以形成竞争力， 必须破除地方保护。

楼继伟：

坚决打击新能源汽车
骗补和寻租行为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达沃斯年会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