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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8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习近平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展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对此不会
忘记。40 多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
雨和坎坷，但总体保持稳定前行。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着中美关系
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我

和特朗普总统约定在阿根廷二十国
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可以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对彼
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极
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平等
互利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

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
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
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
发展的权 利 和 合 理 权 益 ， 同 中 方
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的
健康稳定发展。
基辛格表示，很高兴在美中
关系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时刻再次来
华并见到习近平主席。在过去的几
十年岁月中，我多次访华，亲眼见
证了中国的发展。当前形势下，

美中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
要。我高度评价中方为此所作努
力。发展美中关系需要战略思维和
远见，美中双方要更好地相互理
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
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明
美中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希望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在阿
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
会晤顺利成功。
王毅参加会见。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近 30 万亿元
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
佩带办法开始施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
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救援衔条例》 的配套行政法规，
是消防救援衔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佩带
办法、缀钉、更换收回、制作管理
等作了规定。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总监、副
总监、助理总监衔标志由金黄色橄
榄枝环绕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
五角星、雄鹰翅膀、消防斧和消防水
带构成；指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金
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
高级消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级消
防员中的三级消防士、四级消防士
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徽标
组成，徽标由交叉斧头、水枪、紧握
手腕和雄鹰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
衔标志为金黄色横杠。
《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志
佩带在肩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
肩章、软肩章和套式肩章，硬肩章、
软肩章为剑形，套式肩章、领章为四
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火焰蓝
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常服、冬
常服和常服大衣时，
佩带硬肩章；
着
夏常服、棉大衣和作训大衣时，管理
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佩带软肩
章，消防员佩带套式肩章；着作训服
时，佩带领章。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员晋
升或者降低消防救援衔时，由批准
机关更换其消防救援衔标志；取消
消防救援衔的，由批准机关收回其
消防救援衔标志。消防救援人员的
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管理
部门负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
个人不得制作、仿造、伪造、变造
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标志，也
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衔标志相类似
的标志。

新华社杭州 11 月 8 日电 《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 8 日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
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数字
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元，数字经济
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5%。
报告指出，
当前，
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
先导力量。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 12.9 万亿美元，美国和中
国位居全球前两位。全球电子商务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交易额达
2.3 万亿美元，
亚洲、
拉丁美洲、
中东、
非洲等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
今年以来，
我国信息
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技术
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头
强劲，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文化日益
繁荣。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4G 用

最高检检察长谈个人信息保护：

“需新的
‘对话窗’
和
‘朋友圈’
”
新 华 社 杭 州 11 月 8 日 电 8
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大
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分论坛
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说，打击和预防侵犯个人信息犯罪
是各国检察机关的共同责任，倡议
各方共同开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

保护新的“对话窗”，推动形成个
人信息保护新的“朋友圈”。
张军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来
临。个人信息作为重要的数据资
源，其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释放，
也往往成为犯罪分子非法获取和交

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五，5G 研发进
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务市场规
模位居全球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
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内
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
术、数字经济、政府数据开放、互联
网媒体、网络安全、互联网法治建
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 8 个方面，
是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
集中展示。

易的对象。保护数据安全尤其是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高
度重视的问题。
针对各国检察机关在打击侵犯
个人信息犯罪、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张军 3 点倡
议：一是坚持开放共赢的理念，携
手加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司法保
护；二是推动立法完善，构建个人
信息多元保护体系；三是参与网络
治理，推动形成维护个人信息安全
的合力。

我国圈养大熊猫
种群数量创新高
这是在卧龙神树坪基地拍
摄的大熊猫（2 月 15 日摄）。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8 日首次发布
我国最新的圈养大熊猫数据。
截至 11 月，我国圈养大熊猫种
群数量创新高，全球圈养数量
达到 548 只。今年共繁殖大熊
猫 36 胎 48 只，
存活 45 只。
新华社 11 月 8 日发

我国将禁止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记
者 8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经
国务院同意，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低

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将在全国范
围开展低速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
计划持续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
的同时，
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通知明确将开展三方面工作：

一是分阶段开展低速电动车生产销
售企业清理整顿工作，依法采取综
合措施清理不达标生产企业和产
品；二是停止制定发布鼓励低速电
动车发展相关政策，严禁新增低速
电动车产能；三是通过置换、回
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
低速电动车在用产品，建立长效监
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