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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１０月１４日电(记者闫起磊、冯维健、刘
桃熊)眼前的一面镜子成为常伴身边的“保健医生”，“智能
小仆人”按照主人指令灵活地掌管着客厅，水杯或化妆盒的
曲面随时可播放视频，“聪明”的汽车行驶在“智能”的路
上……

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于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在河
北正定举行，在这个国家级展会上，一大波正在照进现实的“黑
科技”，给参展观众带来了智能生活的新体验。

健康：医生天天见，随时掌握身体情况

走进卫生间，在洗漱池一面镜子前照一照，就能检测出人体
健康状况的部分信息，通过更多指令，镜子还能和人沟通如何更
好管理健康。博览会展馆里，河北新奥集团带来的一面“魔性”镜
子成为观众体验的焦点。

“通过借助数字技术，结合中医诊断大数据和现代医学检测
方法，一面镜子便被赋予了‘望闻问切’的功能。”新奥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这面看似平常的镜子里，嵌入了显示屏、传感器与操
作系统，可监测、评估、干预、管理用户健康。

瞄准健康产业“蓝海”，众多参展商在博览会上推出了“数字
医疗”“智慧康养”的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如一家药企展出了
“智慧中药房”，通过互联网系统将患者、医生和药房连接起来，
中药房只需一个医生，就能远程给病人看病开药。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在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相关论坛上
说，在５Ｇ 网络的关键支撑下，远程医疗还将实现远程会诊、
远程超声、远程手术、应急救援、远程示教、远程监护等诸多应
用场景。

专家表示，５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加速进步将给人
们的医疗康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５Ｇ时代的到来，让
“随时随地”掌握身体健康状况并及时得到救护成为可能。

家居：不只温馨，还更“智慧”

“小度小度，打开电视”“小度小度，下一个频道”“小度小
度，打开窗帘”……博览会上，来百度公司展出的“ＡＩ智能客
厅”体验“智能小仆人”服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开门进屋，通过门磁感应检测到开门，自动就会为我们
打开灯光、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灭蚊灯等。这就是通过智能音
箱、智能控制器、智能插座、智能开关实现的家电智能化改
造……这些设备只需要一款 ＡＰＰ就能操控。”在中国电信
“全屋智能”展台前，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着“智能家居”应用
场景，围拢而来的人们饶有兴趣地询问“加装或改装”这一系
统的成本。

博览会上，数十家企业带来了与智能家居生活相关的新
产品、新方案，反映出这一市场领域的激烈角逐。而在数字时
代，消费升级加快的人们也对舒适家居和娱乐体验方式产生
了更多、更高需求。

站在赛道中央看体育比赛，对于期待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
的观众来说将不再是梦想。亮相博览会的一套新技术产品显
示，在跟拍运动员的设备上安装无死角摄像装置，其拍摄到的
画面通过５Ｇ 信号实时传输，用户戴上 ＶＲ 眼镜就可以看
到，从而完美体验“第一视角”带来的震撼。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人工智能、５Ｇ 等技术的进步与推
广，智慧家庭将综合运用数字技术，把家庭设备智能控制、家
庭环境感知等家居生活有效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加安全、舒适
的个性化家居生活，让人们未来的生活品质更高，让家不仅充
满温馨，更充满智慧。

不过专家也指出，家居生活全面智能化也将带来隐私保
护和安全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给予网络安全技术同等重要
的关注。

出行：车更“聪明”，路更智能

只要轻点按钮，接到指令的无人驾驶车辆，就能灵活平稳
地启动、转弯、避让，顺利将乘客送达指定地址。在博览会室外
场地，长城汽车重点展示的自动驾驶、５Ｇ远程无人驾驶等智
能驾驶“黑科技”吸引市民纷纷体验。

此次博览会，商汤科技特别推出智能车舱。智能车舱以人
脸识别、活体检测技术为核心，精准识别身份，以实现车辆权
限管理及个性化配置。车舱还具备疲劳检测和分心检测功能，
如果司机正处在“疲劳”或者“分心”状态，系统就会发出不同
级别的报警信号。

“无论是操控性能，还是安全保障，未来的汽车将变得越
来越聪明。”博览会期间举行的智能网联汽车高峰论坛上，与
会专家和业界人士表示，智能网联汽车是信息通信、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运输等产业和行业加速跨界融
合的新兴产物，是全球产业创新热点与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专家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目前仍面临相关
标准与法规尚未健全、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商业模式不清晰、
产业生态不够健全等挑战，仍需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
的突破和重点技术标准的制订、修订。还应当站在“车路协同”
角度推动自动驾驶，把“聪明”车和“智能”的路结合起来，发展
智慧公路。

可以展望的是，在不远的未来，不仅汽车将变得更加“聪
明”，在５Ｇ等新技术的赋能之下，道路交通、汽车修理等也将
变得更加便捷。“比如，一个人不会修汽车，戴上５Ｇ＋ＡＲ 的
眼镜就会修了，因为它可以告诉你怎么更换、调整，也可以告
诉你下一步做什么，看见什么就可以跟着做什么。”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在博览会开幕式上演讲时说，“５Ｇ 的登场，一
定会产生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新应用！”

镜子能“望闻问切”，“第一视角”看比赛
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观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
者熊琳、林苗苗、张漫子）随着网络
预约挂号的普及，一些从前在医院
窗口排队霸占号源，或者一天到晚
疯狂拨打挂号热线的“号贩子”，转
而使用订制的非法软件，通过攻击
官方挂号平台抢号。

近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高某等
3 名“号贩子”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透过这起案件，一条线上
贩卖医院预约号的非法产业链浮出
水面。

订制非法软件，“3 秒

一刷”疯狂抢号

“使用自制非法软件，每 3 秒攻
击一次‘京医通’等官方挂号平台抢
号。这些票贩子涉及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张洪铭说。

据介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
现，随着网络预约挂号的普及，在医
院排队霸占窗口、从早到晚猛打挂
号热线等传统抢号招数已很难成
功，一些不法分子于是打起了新
主意。

“听说可以花钱订制针对‘京医
通’的抢号软件，当时我就心动了。”
主犯高某曾是多年混迹于北京同仁
医院等多家知名医院的“号贩子”，
随着公安、卫生等相关部门的严厉
打击及新型挂号方式的转变，他的
“生意”每况愈下。

此后，通过论坛发帖，高某找到
位于广东的某软件工作室，以 6000
元价格向对方订制针对“京医通”的
抢号软件。该工作室成员几乎是清
一色的“90 后”。其负责人向警方交
代，看到论坛上有不少类似的需求
就进行了回应，未考虑开发这类软
件可能涉嫌犯罪。

短短半年时间，高某用非法抢号
软件从“京医通”抢得三甲医院专家
和普通号源共计 590余个，平均每月
获利约 1 万元。

抢占大城市优质医疗

资源，专家号加价 2000 元

仅靠一部电脑或一部手机，一
些躲藏在偏远角落里的“号贩子”就
能抢占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让
普通患者挂专家号“难上加难”。

——远程“遥控”拉客、抢号。记
者调查发现，为逃避警方打击，多名
线下“号贩子”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继
续从事非法营生。回到河南周口老家的高某，凭借电脑和手
机为众多赴京就医的患者抢号。“客源”主要是他与同伙多年
积累的患者“回头客”。据悉，高某的“下线”臧某某，在云南丽
江做生意的同时也兼职“倒号”。这些“号贩子”在交易完成后
进行分成。

——线上组织动员形成利益联盟。一名被抓获的“号贩
子”郭某交代：“以前排队一天也就挂两个，现在用软件一天
能抢 4 个，最难挂的专家号能加价 2000 元，一般的号加价
200 元左右，找我挂号的外地患者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机关在办理类案、串案中发现，一
些“号贩子”还通过网络建立全国“号贩子”联网平台，将国
内一些知名医院划分片区，资源共享、互通有无。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实现号源共享，“号贩子”们形成利
益“同盟军”，他们通过微信群联系，每名“号贩子”有主攻的
医院，遇到患者想挂其他医院的号就把信息发到群里，事成
后接单者和介绍人利益分成。据一名涉案“号贩子”交代，他
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就有 100 多名“号贩子”，一旦有人被
查，消息在圈内迅速传播。

——证据电子化，调查取证难。东城检方介绍，网络“号
贩子”反侦查意识较强，涉案嫌疑人对电脑里的相关文件进
行技术处理或称手机丢失，导致难以查明抢号数量和违法
所得。对此，办案人员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上百个用于抢号
的电话号码，固定关键证据。

已有数千名北京“号贩子”被系统关注，

相关法规应完善

专家表示，新型线上“号贩子”用非常手段抢号并炒高
价格，破坏医疗公平，必须加大打击力度。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近年来，北京通过
在医院设置“人脸识别”等方式，加强对“号贩子”的甄别和
监控。截至目前，已有数千名“号贩子”被系统关注。同时，
“京医通”挂号平台和多家知名医院已采用多种网络技术手
段防范“号贩子”抢号行为。

专家建议，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挂号平台开发运
营方等应通过后台流量监测、实名认证核验等方式改进技
术监测手段。同时，切实深入推进分级诊疗，让优质医疗资
源进一步得到合理分配。

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主任易胜华表示，“号贩子”抢占、
倒卖号源的行为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在涉足网络前多以行
政处罚为主，只有存在寻衅滋事等情况才能进行刑事处罚。
建议在未来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规、条例，严惩各类医疗“号贩子”。

（参与采写：夏子麟、侠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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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10 月 14 日电（记者罗沙、王研）2019 年 10 月
14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孙小果强奸、
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一案依法再审开庭审理。同
时，记者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云南省检察机关已于近日对
孙小果出狱后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起公诉，云南省监察
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案 19 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
及重要关系人移送审查起诉。

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一案再审开庭审理

2019 年 10 月 14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对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一案依照
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开庭审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履行
职务，孙小果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出庭进行辩护。该案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 1998 年判处孙小果死刑，后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改判死缓、再审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孙小果实际服刑十二
年零五个月后出狱。2019 年 7 月 18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为该案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法决定对
案件启动再审。

因部分案件事实涉及个人隐私，依照法律规定，法庭对不涉
及个人隐私的寻衅滋事罪公开审理，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及强制侮辱妇女罪不公开审理。

庭审中，检察员申请了两名证人远程视频作证，一名鉴定人
出庭作证，并就孙小果原审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
发表了出庭意见，建议撤销原相关判决，另行作出正确判决。孙
小果及其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证据及犯罪情节等发表了辩护

意见，孙小果作了最后陈述。
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了被害

人、证人的隐私权。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

开审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择期宣判。

云南省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出狱后涉

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起公诉

记者获悉，经调查，孙小果 2010 年出狱后，又先后组织和
参与了多起犯罪。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玉溪
市人民检察院对孙小果等 13 名被告人分别以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依法向玉溪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检察院对李爽等
其他 22 名涉案被告人分别以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
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向玉溪市江川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被移送

审查起诉

记者获悉，因孙小果案被查的 20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
要关系人中，有 19 人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李卓宸
（孙小果哥哥）未涉嫌刑事犯罪。

云南省监察机关已对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田波，云
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原副局长朱旭，云南省
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昆明市官渡区人民
政府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原局长李进，官渡区公安分局菊花
派出所原所长郑云晋，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
陈超，以及孙小果继父李桥忠、母亲孙鹤予，四川王氏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彬，昆明玉相随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冯
云等 13 人分别以涉嫌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减
刑罪、行贿罪、受贿罪等罪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云南省检察机关已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原
处长王开贵，云南省第一监狱原督查专员贝虎跃、指挥中心
原监控民警周忠平，云南省第二监狱十九监区原监区长文智
深、监狱医院原管教干部沈鲲，官渡监狱原副政委杨松等 6
人以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审查起诉。

目前，检察机关已依法对上述 19 名犯罪嫌疑人决定逮
捕，相关案件正在办理中。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表示，将依法
公开公正办理案件，及时向社会公布进展情况，回应公众
关切。

孙小果再审案件开庭审理

新华社南昌 10 月 14 日电（记者李兴文、郭强、袁慧晶）面对
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江西探索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通过盘活闲置资
源、多元化筹资、推广志愿服务，积极推进基层养老，让老人在家
门口安享晚年。

根据规划，到 2021 年，江西将新增有效供给床位 5 万张以
上、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10000 个、社区嵌入式养老院 1200 个，特
困失能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 100%。

搭建养老服务平台，首先缺场地。为此，江西要求各地充分
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清理、腾退闲置的厂房、学校、办公用房等场
地设施，用于养老服务。

晚饭时分，在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桐林村颐养之家，30 多
名老人有的围坐在一起吃饭，有的看电视、拉家常，还有的散步
健身。83 岁的胡爱英告诉记者，过去烧顿饭吃两三天，现在每餐
都是热饭热菜，生病了隔壁就有“晓康诊所”。
记者在新余、高安等地采访发现，当地搭建颐养之家、幸福食

堂等养老服务平台，一些地方还就近配套建了“晓康诊所”，实行
医养结合破解农村养老难。新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先锋说，当
地八成以上颐养之家是利用村级活动场所、小学校舍等闲置场地
改建的，9000 多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目前，江西已建成公办养老院 1527 家，农村敬老院 1441
家，建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 4000 余处。

记者在新余市渝水区鹄山乡桐村颐养之家看到一张去年的
收支账单，收入方面有上级配套、老人交款、社会捐助等；支出方
面有用餐食材费用、水电费、人员工资等，收入明显大于支出。

村支书简海平说，颐养之家运行以来，每年经费都有结余。
江西要求各地安排专项建设资金、必要工作经费，探索财政

出一点、老人担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既化解政府
的投入压力，又减轻老人的支出负担。

江西一些地方还探索引入长期护理保险增加经费保障。上
饶市长护办主任蒋勇介绍，当地投保长护险的九成以上是 60 岁
以上老人，每年保费 100 元，老人因年老、疾病等不能自理后，可
享受每月 450 元至 1080 元不等的护理金。

临近中午，南昌市东湖区火神庙社区居民冯华做好饭菜，送给自
家楼下一位老人。刚刚退休的她是当地“时间银行”的一名志愿者。她
说，自己身体不错又有时间，现在帮帮他人，以后也可获得他人照顾。

一代帮一代，低龄扶高龄。护理人员不足也是基层养老面临

的难题。江西在加快培养专业护理人员的同时，鼓励社会力
量尤其是低龄老人为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
力争到 2020 年全省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达到老年人口总
数的 12% 。

一些地方率先探索开展“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志愿者可
将服务老人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等老了可换取他人照顾服
务。在南昌市东湖区，“时间银行”已设立 12家分行、118家支行，
志愿者突破 5000 人，老人可通过电话、手机 App 等呼叫服务。

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江西探索推进基层养老见闻

▲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武阳镇前进村的“颐养之家”，村里的几名老人在吃午饭。“颐养之家”每天为村里的空
巢、五保、独居老人提供两顿免费饭菜。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被提
起公诉

19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
系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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