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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确已收到美方磋商邀请
双方正就具体细节进行沟通

乘客拨动紧急解锁装置
南京地铁三号线延误 9 分钟

针对有外媒称美方近日向中方发出磋商邀请，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 13 日表示，
中方确实已经收到美方邀请，
对此持欢迎态度，双方正在就一些具体细节进行沟通。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美经
贸磋商团队近来一直保持着各种形式的沟通，双方就各
自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中方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不
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此前，美方表示可能会对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高峰对此回应说，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措施，最终
损害的将是中美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方不顾
广大业界、消费者的呼声，不断释放可能导致中美贸易
摩擦升级的信息，这种讹诈、施压的做法，对中方不起作
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高峰表示，希望美方顺应民意，
采取务实举措，
通过平等、诚信的对话与磋商，
使中美经贸
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据新华社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狄公宣 周茜 记者 陈勇）9 月 13 日上午 8
时 12 分，地铁三号线小市开往南京站的一辆列车在行驶区间中，因有
乘客拨动了车厢内的紧急解锁装置，导致列车被紧急制动，延误发车
9 分钟。幸好由于列车刚刚启动，速度不快，未造成乘客受伤。
列车紧急制动后，司机立刻下车了解情况。车内乘客反映，地铁
从小市站出发关门时，人流量比较大，一名女性乘客上车时，手臂被
车厢门夹住，在此过程中，车厢内有乘客拨动了紧急解锁装置，列车
被紧急制动。在列车延误的过程中，沿线的柳洲东路站有客流积压
情况，该站所有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共同维持秩序、引导客流，没有
对早高峰造成影响。
警方提示，当车厢门黄灯闪烁时，应耐心等待下一班列车，千万
别强行挤入，否则不仅危及人身安全，还会影响地铁的正常运行。地
铁上的紧急解锁装置是在列车发生火灾、地震、爆炸等严重危及乘客
安全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如因恶意操作影响公共交通运营秩序，将按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

教育部：将每月通报各地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进展

程泰宁院士建筑作品展昨在南博开幕

记者 13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整改工作，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指出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工作现在已进入整改攻坚期，将建立信息通报
制度，于每月 15 日和 30 日各通报一次各地进展情况。
通知强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按照标准对培训机构逐一
对标研判，完善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具体事项和时间表，
实行整改台账销号制度。通知提出，各地要结合开学检
查工作，把中小学校是否存在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
及竞赛成绩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是否存在“非零起点教
学”等行为作为重点检查内容，推动学校规范招生入学工
作，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开足、开
齐、开好每门课程。
据新华社
浙江美术馆模型。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刘莉 摄

河南一小学营养餐变“半碗素面”
多名相关责任人被撤职处理
昨日，
河南周口商水县谭庄
镇大曹小学学生营养餐，
变为
“半
碗素面”
事件引关注。晚间，
记者
从商水县委宣传部获悉，
事件发
生在 9 月 12 日。商水县委宣传
部称，针对网传“素面”事件，经
查，
9 月 12 日谭庄镇大曹小学供
餐点供应蒸面条和米粥，
用鸡架、
豆角、
豆芽配菜，
其中鸡架和蔬菜
量少，与教体局要求的食谱（馒
头、鸡丁 60 克、炒西葫芦 85 克、
包菜85克、
蒜薹60克）不符。
对此，当地按照规定作出
初步处理：对商水县教委主管
安全的责任人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谭庄镇中心校校长尚
华民停职处理，给予中心校营养专干于留珍撤职处分，免
去谭庄镇大曹小学韩基风校长职务；
组织食品药监部门对
郑州华康餐饮有限公司加工点经营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
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同时，商水县立即组成专门工
作组进驻相关单位，
作进一步深入调查。
据新京报

辽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获刑 16 年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13 日公开宣判辽宁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对被告人李文
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
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文科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
3659 万余元。李文科先后为获得推荐为辽宁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人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行贿共计
折合人民币 186 万余元。
据新华社

“爱疯”二手机交易量飙升
苏州交易量全国排第 10
扬子晚报讯（记者 徐晓风）昨天凌晨，
苹果召开秋季发
布会，
全新的三款新iPhone终于亮相。虽然中国大陆成为
首发地区，
但号称
“史上最贵”
的新iPhone无疑还是让果粉儿
们觉得
“肉疼”
，
同时也让二手机市场再度升温。转转昨天发
布的二手苹果手机交易数据显示，
全新iPhone发布带动了
平台上二手苹果手机的搜索量和交易量，
并出现大幅增长。
而从区域交易量看，
江苏省只有苏州的交易量进入TOP10，
排名第十位，
省会南京则仅排在第三十。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唐瑭 记者 王赟） 想不想一睹加纳国家剧
院的芳容？南京美术馆新馆到底会呈现什么容貌？位于西子湖畔的
浙江美术馆又是哪番模样…………现在你不需购买飞机票或高铁票
去非洲或杭州去一探究竟，昨日“追梦·山水间”程泰宁院士建筑作品
巡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了，
在这里你可以一次饱览 22 个建筑大作呢。
南京的展览将持续到 10 月 7 日，这也是大家国庆中秋小长假期
间的一个好去处，
后期该展将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陆续开展。

江苏警方制播 6 集系列动漫视频
以真实案例提醒防诈骗，
可点击扬眼App观看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苏宫新 记者 于英杰）据介绍，今年 7 月开
始，省公安厅会同省委宣传部、网信办、法院、检察院、新闻出版广电
局、人民银行、通信管理局、银监局和三大通信运营商等成员单位联
合行动，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治理通讯网络诈骗犯罪侦防会战。省
公安厅根据全省发案实际，针对网络购物、刷信誉兼职、贷款和代办
信用卡、冒充客服退款、冒充 QQ 和微信好友、冒充公检法等诈骗手法
不断翻新、群众难以及时识别的情况，
以真实的案例为原型，
组织制作
了 6 集（每集时长 1 分钟）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动漫视频短片，从受害人
“阿黄”
角度，
还原了诈骗分子作案过程，
以及
“阿黄”
受骗的心路历程，
直观地引导群众识骗防骗。即日起至年底，
该视频将在扬子晚报全媒
体、全省电视台、公安门户网站和警方微博、微信，
金融机构、电信营业
网点和公安机关服务窗口、办证大厅等推播，通过全方位、立体化、高
频次的宣传，使广大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明显增强。

又一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了解到，9 月 11 日，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周意琴离开人世。
9 月 11 日 23 点 25 分，周意琴与
世长辞。1937 年日军进村庄后，周意
琴的父亲和外公把她带到山洼子（牛
首山）的山洞里躲起来。周意琴的姑
妈和四伯伯被日军杀死，三伯伯被捉
走后下落不明，一家人从此支离破碎。
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 15 位幸存
者离开人世。
付岩岩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7 日开始在上海举办
扬子晚报讯（记者 罗晓娜）9 月
17 日至 19 日，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将在上海举办。扬子晚报记者获
悉，其中的“类脑人工智能主题论坛”
将于 9 月 18 至 19 日在复旦大学举行。
据悉，该主题论坛为期两天，9 月
18 日、19 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多位
知名科学家将围绕“基因、可塑性和神
经计算”、
“ 突触可塑性与机器学习”、
“用多尺度和多模态数据窥视你的大
脑”
、
“透过大脑来理解皮层计算”
、
“多
模式空间遥感的智能反演”、
“ 可重构
系统的研究进展”、
“ 智能视频识别的
十大挑战”、
“ 视频监控中的人员在识
别”
、
“交互式机器人的未来”等前沿话
题在主题论坛上展开精彩讨论。

二桥公园将打造露营基地
龙潭迎来首座商业综合体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郜健 记者 张
可）昨天上午，
作为今年南京金洽会栖霞专
场，
商旅文栖霞发展大会举行，
会上一批商
旅文项目签约，
总投资超过447亿元。
在此次签约的项目中，
“途居露营”
计划 1.5 亿元，在二桥公园打造一处房
车露营、
亲子互动为主题的休闲文化体
育公园。国际知名度假村品牌 Club
Med 也将落地南京，复地集团计划投
资 30 亿元，
在栖霞区建设
“Club Med
南京度假村”
，
该项目占地 150 亩，
规划
以酒店、国际公寓、住宅建筑为主。华
润集团计划投资 8 亿元，
在紫金山东麓
的马群打造
“华润钟山康养项目”
，
将包
括钟山颐养园、老年康复中心、老年人
力资源培训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等设
施。同时，
中骏置业投资 4.5 亿元，
龙潭
地区将迎来第一座商业综合体。仙林
大道以北、
地铁仙林中心站将由苏宁投
资 60 亿元打造商业综合体，包括高端
购物中心、
五星级酒店、
写字楼、
美术馆
以及博物馆等。

中石化江苏石油发起
“相约易捷 活力开跑”公益活动
每步行 10 万步就可为环卫工捐赠 1 瓶卓玛泉水

商务车“变身”校车
乘坐学生超员 100%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张白 记者 于英杰）9 月 13 日，中国石化江
苏石油分公司联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咪咕互娱互联网体育事业部、
江苏苏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举行
“相约易捷 活力开跑”
中国石化
环卫驿站线上公益活动，
以线上公益助跑的方式宣传环卫驿站、
感恩环
卫工人，
推动全社会对环卫工人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爱。
据悉，每位用户均可通过下载咪咕善跑 APP 进行公益助力行动。
在平台上每步行达 10 万步，
就可为江苏环卫驿站环卫工人捐赠 1 瓶易
捷卓玛泉西藏天然冰川水；
同时，
有机会获得卓玛泉水卡、
运动耳机、
运
动腕表等活动礼品。
易捷卓玛泉华东区销售经理徐凯说，
希望借助本次公益助跑活动，
更好宣传易捷卓玛泉品牌，
让西藏好水走进千家万户。
在启动会上，
江苏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何继龙说，
社会公益是国有
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中国石化爱心加油站——江苏环卫驿站公益项
目实施 2 年来，
已在全省设立 271 座环卫驿站，
是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肯
定的优秀公益品牌项目，
还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参与活动小贴士：
下载中国移动咪咕善跑 APP 即可参与本次公益
助跑活动，成功注册后，用户在平台上每行走 10 万步就可为中国石化
江苏环卫驿站环卫工人捐赠 1 瓶易捷卓玛泉，
更有易捷卓玛泉水卡、
运
动耳机、
运动腕表等奖品抽取。

扬子晚报讯（记者 郭一鹏 通讯
员 唐杨） 前不久，南京交警八大队
接到市民举报，反映雨花台区古雄小
学门前有人使用非营运车辆违规接
送 小 学 生 ，并 且 严 重 超 员 ，十 分 危
险。交警八大队根据举报线索，立即
组织警力前往学校周边对该起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放学时分，一辆灰色
商务车（与举报车号一致）果然停在
校门口，然后不断地有学生上车。待
该车准备出发时，交警立即上前拦停，
经清点，该车核载 7 人，
实际乘坐了 13
名二年级学生，
加上司机一共 14 人，
超
员 100%。经初步调查，男子是某教育
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用该车接大约
16 名学生去教育机构的托管班。目
前，交警八大队将车辆扣留，男子和车
主被带回大队进行审查，而男子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