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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媒体变革大势，共商融合发展大
计。由人民日报社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联
合主办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2017媒
体融合发展论坛”8 月 19 日在深圳举行。
中央部委和各地宣传、网信部门的负责
人，中央及地方媒体代表，互联网企业人
士，知名专家学者等近 500 名嘉宾，围绕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主题，通过致辞、
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成果发布等形式，
分享从相“加”迈向相“融”的经验成果。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在致辞时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社积极投
身媒体融合实践，努力走在主流媒体前
列，全面推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
管理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几年来的探索
证明，新闻媒体深耕的内容领域，在新的
条件下，通过不断创新，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传统主流媒体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用好互联网，拓展
自身的传播力、影响力，也完全可以壮大自身实力。
推进融合发展，需要肩负“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责
任与担当，倡导“拥抱互联网”的视野与胸怀，保持

“创新驱动”的勇气与智慧，笃行“合而为一”的思
路与举措。

中宣部副部长庹震在致辞中指出，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是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是时代赋予的重
大责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信
心，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创新理念思路，遵循新媒
体发展规律和融合传播规律，加快实现深度融合，全
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不断开创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新
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信息

产业尤其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深
圳媒体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年
来，深圳坚持把互联网基因注入媒体，再
造“策、采、编、发”流程，为市民群众
提供了更加方便、更为丰富、更具价值的

“精神大餐”，切实提升了主流媒体的传播
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胡孝汉，人民日
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人民日报社编委、
海外版总编辑王树成，新华社副社长刘思
扬，解放军报社社长李秀宝，光明日报社
总编辑张政，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周树春，
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李平，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虞爱华，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建红，腾

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出席论坛。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全国党媒公共平台发布仪式和

中央厨房融媒体学院签约仪式。
与本届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一起举办的，还有由人

民日报评论部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全国 31 家省级党报主要领
导及评论业务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党报评论融
合发展问题。

以深度融合“聚力” 让主流价值“聚粉”

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张 炜 钱一彬

8月20日，北京地铁2号线前门站、崇文门站站台安全屏蔽门投入使
用，至此，地铁2号线各站屏蔽门全部启用。

图为乘客在安装有屏蔽门的地铁2号线前门站乘车。
刘宪国摄 （新华社发）

图为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会场全景。 本报记者 陈 斌摄图为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会场全景。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叶紫） 近日，人社部印发
《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作为调
整和确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的政策依据，重点对伤残津
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及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
伙食补助费的调整作出规范。

《意见》表示，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要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综合考虑职工工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变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相关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情
况等因素，兼顾不同地区待遇差别，按照基金省级统筹要
求，适度、稳步提升，实现待遇平衡。原则上每两年至少
调整一次。

人社部规范调整
工伤保险待遇

真方便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

“‘刷脸’办政务真的很方便，足不出户，
只要10秒，就能查询到公司到底给我缴纳了多少
税款。要是更多政务服务能‘刷脸’解决，省时
又省事，就更好了。”家住南京的段女士，初次
体验后兴奋地说。

8 月 8 日，江苏省地税局支付宝“刷脸”查
个税服务在全省上线。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全国已有 40 个城市开通了

“刷脸”办理政务服务。上线近3个月，超过875
万用户体验尝鲜，坐在家里靠“刷脸”完成政务
办理。

“刷脸”实现快速认证

什么是“刷脸”办政务？蚂蚁金服相关负责
人表示，它是指依靠生物人脸识别技术，借助

“刷脸”动作实现用户身份认证，而不用记忆和
输入账号密码，也不用亲自跑腿，就能在网络上
办理政务服务。

目前，“刷脸”办政务服务覆盖了个人缴税
查询、社保查询、公积金查询和交通缴纳罚款等
方面。

过去，人们查个税需到相关税务部门办理，
工作人员要先查验办理者的身份证，肉眼比对

“证明你是你”，防止有人冒名顶替，手续繁琐。
或者，进入税务机构服务网站，先输入账户和密
码完成登录，才能办理相关业务。

现在，人们只需轻轻一点支付宝，在搜索框
输入“刷脸”，系统会根据定位情况自动推荐所
在城市已经开通的“刷脸”业务，个人在确认本

人身份信息，并同意“多因子人脸认证”选项
后，通过屏幕中央的摄像界面，对着手机屏幕

“眨眨眼”，即可完成身份认证，随后轻松进入个
税查询系统。

“刷脸”办政务省时省力

“刷脸”办政务让人“少跑腿”，尤其是在炎
炎夏日，颇受青睐。7 月 25 日杭州最高温逼近
41℃，据蚂蚁金服方面统计，当天“刷脸”办政
务人数接近40万。杭州的宁女士说：“以前需要
查询社保等需跑到‘市民之家’排队办理。现在

‘刷脸’快速便捷，不出门就能随时查看。”
浙江省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未来会有更

多的‘大窗口’变成‘小屏幕’。尽可能让纳税
人一次都不要跑就可以把相关税款，包括社保费
一次性缴清，可以足不出户办理所有的缴税缴费
事项。”

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化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基
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刷脸”服务，因高效省
时，还被用于多个领域。

2017年春运期间，北京、上海等多地火车站
启用“刷脸”进站服务，有效缓解旅客出行压
力。4 月 1 日起，广州市人社局推出“刷脸”认
证养老金资格服务，该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不
必亲自到退管部门办理认证手续，通过手机“刷
脸”即可完成。6月，武汉市公安局推出“电子身份
证”，拟推广“刷脸”实名实人身份认证服务。

这些“刷脸”政务服务推出的背后是简政放

权在各地的持续发力，而“人脸识别”等科技的
运用，使服务老百姓的通道，从传统的办事窗口
变成了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

“刷脸”安全达金融级

在确保安全性方面，蚂蚁金服表示，“刷
脸”认证背后，是一整套的芝麻信用实人认证过
程。蚂蚁金服的技术专家表示，“目前人脸识别
技术已达到金融级的准确度和安全性。这种技术
目前处在行业内领先的金融级安全性，能够防控
绝大多数已知攻击，并具有动态防控能力。发
型、常规妆容、胖瘦变化、老化等都可以被准确
识别出来。”

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尝试在政务服务
中接入这一应用。蚂蚁金服方面表示，“刷脸”
办事接下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刷脸”办事 方便你我
叶晓楠 郑园园 张 达

格尔木至俄罗斯班列首发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记者陈劲松） 8月 19日为中国
边检服务品牌集中宣传日。当天，北京边检总站在首都国
际机场推出两项便民措施，一是启用智能验证台；二是启
用出境自助通道旅客航班号自助采集系统。

智能验证台是按照人体工程学标准设计，将电子验放
设备、综合布线结合为一体的新一代边检验证台。目前，
17组智能验证台已在T3航站楼边检入境执勤现场建成并投
入使用。

出境自助通道旅客航班号自助采集系统由北京边检总
站自主研发建设而成，有效解决了当前出境自助通道适用
人群有限和使用率不高等问题。该系统通过将旅客自助采集
的航班号信息与旅客出入境信息进行关联，完善旅客预报信
息，从而提高出境自助通道系统的适用范围和使用率。

北 京 边 检 出 台

出入境便民新举措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记者寇江泽） 19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吉林长春市正式成立。

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 （珲春-
汪清-东宁-绥阳） 区域，总面积146.12万公顷。

试点的主要目标：形成野生东北虎豹稳定栖息地、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综合功能区域、建成野生动物跨区域合作保护典范。试点范围覆盖了
我国东北虎豹栖息地总面积的25%、野生种群总数量的75%以上，区域内
还分布有梅花鹿、紫貂、原麝、金雕、中华秋沙鸭、丹顶鹤、马鹿等大
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

8 月 20 日，青海省首次发往俄罗斯彼尔姆市的中欧班
列从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车站驶出。班列行程约 6360 公
里，预计用时10天左右，运载的货物为青海柴达木盆地循
环经济示范区生产的盐湖产品。图为群众载歌载舞为中欧
班列送行。 新华社记者 王 博摄

北京地铁2号线全部启用屏蔽门北京地铁2号线全部启用屏蔽门

“闹大叔”自办民俗大戏
6 月中旬开始，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
静县巴音布鲁克镇，每天晚上 8
时，57 岁的闹尔甫就会赶着自家
的牛马来到土尔扈特民俗文化
村，同 260 多位牧民一起，为游
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牧民传统
生活实景大戏。

火爆的演出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闹大叔一家在旅游季能增收
10 万余元。在他的带动和指导
下，周围牧民也陆续前来参演，
共同分享旅游业带来的红利。

左图： 8 月 18 日 ， 牧 民 在
《东归·印象》演出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 京摄
下图：闹尔甫换好服装准备

演出。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姜琳） 记者从国家电
网公司获悉：其下属车联网平台已实现与17家充电运营商
互联互通，接入的充电桩总数超过 16.7万个，日充电量超
过100万千瓦时。这意味着中国建成了目前全球覆盖范围最
广、接入设备最多、技术水平最高的智慧车联网。

继互联网、物联网之后，车联网成为未来智慧城市的
一个重要标志。国家电网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
成了开放高效的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了全国绝大部分充
电桩的统一接入和统一支付。用户下载“e充电”APP，就
可一键式找桩充电。

据国网公司新闻发言人介绍，公司已建成充换电站
5526座、充电桩4.5万余个，形成“六纵六横两环”高速公
路快充网络，覆盖16个省、121个城市。

中国建成
全球最大智慧车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