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安委会：

严查袭击殴打驾驶员等
干扰安全驾驶犯罪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17日从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 国务院
安委会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公交车行驶安全和桥梁防
护工作的意见，要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对以袭击殴打
驾驶员等方式干扰安全驾驶的犯罪行为， 明确适用
刑法的具体规定，严格侦办查处。

据国务院安委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意见，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重庆万州“10·28”公交
车坠江事件教训， 进一步加强公交车安全运行保障，
健全完善公交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标准，组
织对在用公交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进行安
装改造。在重点线路公交车上配备乘务管理人员（安
全员）。对驾驶员开展心理和行为干预培训演练，提高
驾驶员安全应对处置突发情况的技能素质。

美国参议院谴责沙特王储

沙特驳斥该决议
新华社利雅得12月17日电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

17日发表声明， 对美国参议院此前要求沙特王储穆
罕默德为记者卡舒吉遇害案负责的决议予以驳斥，
称该决议毫无依据且公然干涉沙特内政。

声明说， 尽管美国参议院发出损害沙美关系的
“错误信息”，但两国的“深层次战略关系”不会改变，
沙特承诺将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王亮 2018年12月1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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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 时代的大潮奔
腾不息。

1978年，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
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如同
春雷唤醒大地， 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这
场“新的伟大革命”，书写了一个国家繁荣
发展的壮丽史诗， 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勃
勃的复兴气象，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
刻影响了世界。

40年来 ，从 “真理标准大讨论 ”出发 ，
改革开放始终是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呼
声。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
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精神一
脉相承 ；从沿海到内陆 ，从 “打开国门 ”到
“全方位开放 ”， 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
“一带一路”，开放的步伐一往无前。今天，
这个希望回答 “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
的执政党，成功开辟出一条通往现代化的
中国道路 ；这个曾经面临 “被开除球籍的
危险 ”的国家 ，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 这个近代以来矢志伟大复兴的民
族 ，终于实现了从 “赶上时代 ”到 “引领时
代”的伟大跨越。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
革开放是 “关键抉择”“活力之源”“重要法
宝”， 是 “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

路”。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
案，将历史性变革和成就写在广袤大地，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
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
的明天。”今天，改革开放依然是当代中国
最鲜明的特色，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最鲜明的旗帜；“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依
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
的热情。今天，我们回望这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 既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历史规
律，更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
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
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今天，充分认识伟大成就、深刻把握
珍贵启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这
不仅是对党和人民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
庆祝， 更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就
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顺应中国人
民要发展、 要创新、 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
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出发
点和归宿， 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
手段。40年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开放以制度的巨大变革， 激活了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 释放出了蕴藏于亿万人
民的巨大活力， 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与此
同时，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样
的“变”与“不变”，都决定了我们最根本最
紧迫的任务， 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
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就
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契合世界各
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
潮流。“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40
年来，因为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实现了从

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
折，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旅
游市场、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近
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
上升，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越是在这个时
候，我们越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
的历史大势， 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
根本出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坚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不停
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停步、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停步， 才能使中国发展动力
更足、人民获得感更强、同世界互动更深，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 。”40年众志成城 ，40年砥砺奋进 ，40年
春风化雨 。对这段历史的最好纪念 ，就是
书写新的辉煌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最大致
敬 ，就是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
初心 、继续前进 ，中国改革开放一定能够
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
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载12月18
日《人民日报》）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迎接“新智能时代”
———2018人工智能大发展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
队赴西亚备战亚洲杯的25人名单，老将郑
智、赵旭日出现在名单中，此前入选的曾
诚、张修维与范晓冬最终无缘。

中国足协在公告中表示：“为备战参加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中国国家
男子足球队定于2018年12月18日至2019

年2月3日在广州市、 卡塔尔多哈组织集训
并赴阿联酋参加亚洲杯决赛赛事。”

名单中， 广州恒大队依然是人员大
户，有6名队员，北京国安队本次入围的球
员也达到了6名， 新科中超冠军上海上港
队有3名球员。

第十七届亚洲杯， 将于2019年1月5
日至2月1日在阿联酋举行。

大名单
广州恒大：郑 智、张琳芃、李学鹏、冯

潇霆、于汉超、郜 林；上海上港：颜骏凌、石
柯、武 磊；天津权健：张 鹭、刘奕鸣、赵旭
日；河北华夏幸福：张呈栋；广州富力：肖
智；山东鲁能：蒿俊闵、刘 洋、金敬道、王大
雷；北京国安：于 洋、池忠国、朴 成、于大
宝、韦世豪、郭全博；江苏苏宁：吴 曦。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2018至2019赛季欧冠16强抽签仪式今天
举行， 英超领头羊利物浦碰到拜仁慕尼
黑，曼联抽到巴黎圣日耳曼，最令人瞩目
的是， 尤文图斯将对阵马德里竞技，C罗
将首次代表尤文图斯“回归”马德里。

欧冠16强上周决出。 英超4队入围，
西甲和德甲各得3席， 意甲和法甲各有2

席，葡超和荷甲各1席。8支获得小组第一
的球队是多特蒙德、巴塞罗那、巴黎、波尔
图、拜仁、曼城、皇马以及尤文图斯。8支小
组第二是马竞、托特纳姆热刺、利物浦、沙
尔克、阿贾克斯、里昂、罗马和曼联。

2018至2019赛季欧冠1/4决赛抽签明
年3月15日举行。最终的决赛将于明年6月1
日在马德里万达大都会球场举行。

欧冠16强抽签尤文碰马竞

C罗将“回归”马德里

国足公布备战亚洲杯25人名单
恒大国安各6人，郑智入围

旗帜网上线
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门户网站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 王鹏 林晖）

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主管，原中直党建网、紫光阁
网、 中直机关党校门户网站和干部学习网整合组建
而成的旗帜网17日正式上线。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王秀峰在网站上线仪
式上介绍，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高度重视信息化发
展对机关党建的影响， 积极探索“互联网+机关党
建”的新途径、新模式。旗帜网的创建，就是为了更好
地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旗帜网是各级机关党组织、党员干部和
党务工作者共同的网上精神家园。网站运用文字、图
片、动漫、微视频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展示机关党建成
果，为广大党员提供及时、权威、准确的机关党建信
息服务，让党的旗帜在互联网上高高飘扬。

在栏目设置上， 旗帜网分为内容宣传和管理服
务两大类。内容宣传方面，包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长期特设专题，

“今日要闻”“中央精神”“工委工作” 等13个频道，下
设33个二级栏目。管理服务方面，强调互动性和实用
性，设有“工委子站”“党建资料库”“党建业务通”等9
个版块。

� � � � 2018年12月第一期《科学》杂志封面，
向人们介绍了一位“数字神童”———史上最
强棋圣“阿尔法零”。作为两年前惊艳亮相
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进化版，“阿尔法
零”不但征服了围棋，而且仅分别“自学”2
小时和4小时后， 就击败最强的日本将棋
和国际象棋人工智能程序。

“阿尔法零”的飞速成长，代表了2018
年人工智能的进步。 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
据、 超级计算和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
驱动下，问世60余年、遭遇多次质疑的人
工智能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 真正进入了
落地实践阶段：各国新政密集出台、科技巨
头纷纷布局、 最新进展日新月异……一个
“新智能时代”正在到来。

像水电一样无所不在
“阿尔法”系列人工智能不仅在棋牌领

域打遍人类无敌手，最新的“阿尔法折叠”
还能有效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并在12
月初的一个国际竞赛中击败众多对手夺
冠。研制“阿尔法”系列程序的英国“深层思
维”公司发表声明说，这“证明人工智能可
驱动和加速科学新发现”。

从科研成果看， 人工智能正在众多领
域“开疆辟土”，医疗健康领域首当其冲。过
去一年， 从确定药物分子结构到提高药物
开发效率， 从早期癌症诊断到预测肿瘤发
展， 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发挥作用。比
如，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人工
智能成果，能比医生诊断提早6年预测出阿
尔茨海默病；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
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程序， 只用几个小时
就“重新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科学家已经
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研究地震、海啸的预防。

在应用上，美国医疗管理机构已批准
了首个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用于筛查糖尿
病性视网膜病变；阿里云正利用人工智能
帮助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治堵”；日本警
方将对预防犯罪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测
试；人工智能还成为体育界智囊，帮助运动
员磨炼技能，提高比赛成绩……

总体看，超强的计算能力、与日俱增的
海量数据以及不断涌现的优秀算法三者结

合，驱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逐渐“脱虚向
实”。 知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显
示，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给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带来14%的增长，相当于15.7万亿美元。

专家们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像水、
电一样无所不在，颠覆和变革医疗、金融、
运输、制造、服务、体育和军事等各个行业。

目前，从美国的GAFA(谷歌、苹果、脸
书、亚马逊 )到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都在人工智能上押下重注。百度
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
“未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宣称跟人工
智能没有关系。”

谁领先谁就将主宰世界
“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也是

全人类的未来……谁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
者，谁就将是世界的主宰者。”俄罗斯总统
普京曾这样说。

不仅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
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多个大国
的领导人都曾表达对人工智能的重视。
2018年，各个大国均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布局深耕， 以抢占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3月， 马克龙公布法国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计划在2022年他的首任总统任
期结束前投入15亿欧元，将法国打造成人
工智能研发世界一流强国。

———5月，美国白宫召开“美国产业人
工智能峰会”，希望确保美国的“全球技术
绝对优势”。 白宫还在2019财年预算申请
中首次将人工智能列为政府研发重点。

———英国首相梅今年多次发表讲话，
宣布英国将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约10亿
英镑，争当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头羊，其中一
个重要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到2033
年减少2万名癌症患者。

———11月，德国政府出台《人工智能
战略》， 计划在2025年前投资30亿欧元推
动德国人工智能发展。默克尔说，德国的目
标是让“‘德国制造’也成为人工智能领域
的一个品牌”。

———中国也把新一代人工智能视为一
个重要前沿，并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
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

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业界普遍认为，整体来看，中美已成为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强。 美国在人工智
能研究方面占据领先位置， 而中国在人工
智能应用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业内专家
认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在这一领
域可以优势互补。

人机协作才是人工智能的未来
随着“新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问，

人工智能将来到底会有多“智能”？也有人
担心，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威胁到人类？

其实，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当前乃至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都将处于“弱
智能” 阶段， 还只能局限在特定的封闭领
域，就好像“阿尔法围棋”和“阿尔法零”只
能下棋，干不了其他工作。

业界一致看法是， 人工智能会延展人
类的能力，放大并提升人类智能，但并非取
代人类。人机协作，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才
是人工智能应有的未来。

至于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达到所谓技
术“奇点”形成独立人格，专家们认为，按照
现有技术模式，这种可能性为零，机器人革
命甚至毁灭人类完全属于好莱坞式的杞人
忧天。

人工智能局限性的一个原因在于，今天
的机器尚不具备情景推理能力，必须训练它
们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不仅代价高
昂，而且难以实现。也正因此，2011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
特才表示，人工智能不过是统计学。

虽无远虑， 但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现实
“近忧”是，它已经在和人类抢工作。但最新
的系列研究认为， 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的
影响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悲观。 根据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2018未来就业》报告，未来
5年，尽管7500万份工作将被机器取代，但
1.33亿份新工作将同步产生， 这意味着净
增的新工作岗位多达5800万。

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
利预测， 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飞速
发展，人机融合将在本世纪完全实现，人类
未来生活将发生难以想象地巨变。

“未来，机器将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赫
拉利说，“人工智能程序在你出生后的每一
天都在研究你， 从每一封邮件到每一秒心
跳， 最终它完全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帮你作
出更有利的选择， 包括婚姻这种‘终身大
事’。”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 � � � 11月10日，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机器人西湖论坛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学研成果
展在杭州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在观看展出的消防机器人。 新华社发

外交部回应美加自诩遵守法治规则：

现代版“皇帝的新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侯晓晨）针对

美加自诩遵守法治和规则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17日表示，无论他们以什么堂皇的托辞，披上什
么“合法”的外衣，都无不大写着对事实的无视和对
法治的蔑视。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上周五，加拿
大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和防长举行了
美加“2+2”部长级对话会。期间，加拿大外长谈到拘
押中方企业高管时称，“加拿大是依据法治原则和国
际条约的义务进行的， 美加都是遵守法治和规则的
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非法拘留加公民是不
能接受的，他们应该被释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关于加拿大应美方要求非法拘押
中国公民一事，中方已阐明了严正立场。

她说：“当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 美加还自诩遵
守法治和规则，令人吃惊。在我看来，这无异于现代
版‘皇帝的新装’。无论他们以什么堂皇的托辞，披上
什么‘合法’的外衣，都无不大写着对事实的无视和
对法治的蔑视，让世人耻笑。”

国际年终报道

� � � � 12月16日， 在2018-2019赛季NBA
常规赛中，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主场以110
比99战胜纽约尼克斯队。 图为尼克斯球
员哈达威二世（右） 在比赛中运球上篮。

新华社发

抽签结果
(前者先打主场)

沙尔克VS曼城；马竞VS尤文图斯；
曼联VS巴黎；托特纳姆热刺VS多特蒙德；

里昂VS巴塞罗那；罗马VS波尔图；
阿贾克斯VS皇马；利物浦VS拜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