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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服务 用车体验更舒心

赛场内，一幕幕精彩瞬间扣人心弦；赛场外，一
个个暖心片段也在上演。

9月 8日，对参与报道赛事盛况的一位北京记者
来说，是一段焦急又温暖的经历。“当天乘坐享道出
行车辆去比赛场馆采访，下车后才发现手机落车上
了，采访的重要素材都在上面。”在她焦急万分之
时，司机段师傅迅速赶回，把手机送到她手中，“当
时心中暖暖的。”

“按照享道出行服务规定，在乘客用车后例行
检查车辆卫生和车况时发现了手机，就赶紧送回
了。”段师傅的暖心举动不仅展示了郑州市民的正
能量，也展现出享道出行的细致服务。

自成立以来，享道出行已多次承接2019年人工
智能大会、上海科技节等大型会议、活动的接送任
务。享道出行的子品牌享道租车也曾先后为APEC
会议、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国际项目提供指定用车，
以安全合规的品质服务满足与会人员的高标准用
车需求。

基于丰富服务经验和品质保障，此次，享道出行
再次承担接待重任。“为更好地保障本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参会人员的出行需求。享道出行前期进行了严

格缜密的准备工作，甄选出100辆全
新上汽荣威E950新能源汽车和100
位经验丰富的优秀驾驶员组成专车
车队。”享道出行郑州城市负责人吴
斌介绍，享道出行对所有驾驶员进
行了高标准的接待服务、突发事故
处理流程培训，对所有车辆严格进
行“6要 5不能”全方位安全检查，确
保乘客安全顺利出行。

“经过严格筛选成为驾驶员之
后，我每天都会用半天的时间学习
驾驶、服务相关知识。”享道出行驾
驶员李洋洋说，通过高强度的培训
提高服务水平和驾车技巧，给乘客
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智能守护 出行约车更安心

除了为运动员和嘉宾提供针对性出行服务外，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享道专
车也从未停止为郑州市民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说
到网约车，安全是整个出行市场绕不开的话题。在享
道出行，安全始终是业务运营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

为司乘双方保驾护航。

享道出行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委对网约车运

营安全的要求，所有上线运营车辆及驾驶员，均为

合规的网约车及驾驶员。驾驶员，是出行服务的传

递者。享道出行深知驾驶员服务对乘客出行体验

的影响。因此，对所有驾驶员均进行全合规深度背

景调查和身份资料存档，并严格、不间断地对驾驶

员进行审查、培训与考核。此外，享道出行还通过
用户的标签化选择、“神秘访客”等机制不断优化对
驾驶员的管理。

享道出行还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安全体系。所
有运营车辆均预装享道智能识别系统，在保障运营安
全的同时，也实现公正判责。此外，享道出行还为司
乘双方同时提供一键SOS保障，驾驶位设置实体警
报按钮，乘客通过 App 客户端可一键实现紧急救
助。享道出行驾驶员胡师傅表示：“享道出行的智能
识别系统，在司乘双方均同意的前提下，会实时对车
内情况进行视频记录，这样对于纠纷就能清晰地判
责。我们每天上线，需通过智能识别系统和手机双重
GPS检验，才能出车。司机的位置还有实体警报按
钮，对我们司机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另外，依托上汽全产业链优势，享道出行还提供
包括技术平台、运营车辆、维修保养、金融信贷、专业
保险等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约车出行更省心。

“司机服务和驾驶技术都很好，车辆整体内饰
整洁，空间很宽敞，前后伸展自如，还配备了便捷的
免费WiFi，乘车体验非常满意！”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一位多次使用享道出行
接送服务的运动员表示。

据介绍，享道出行在郑州首批上线的网约车运
营车辆均为上汽荣威 Ei5 新能源汽车，车内标配
WiFi，采用上汽“绿芯”新能源科技，实现了零油耗、
零排放、零污染，同时搭载高能量密度三元锂电池，
综合续航里程达 420 公里，匀速续航里程 570 公
里。在未来的运营中，享道出行将对车辆定期进行
线下专业车辆检测，通过原厂品质的保养维护，确
保车况性能处于最佳状态，让乘客尽享舒适出行。

品质之“享”约车有“道”

多重保障安全护航 享道出行“郑”在行动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举行期间，
除了精彩纷呈的比赛和挥汗
如雨的运动健儿们，还有另
外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线——享道出行车队。

100 辆全新上汽荣威
E950新能源汽车、100位优
秀驾驶员、“6要5不能”全
方位车辆安全检查、7x24小
时专业客服团队……作为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指定用车，上
汽集团移动出行战略品牌
享道出行每日在比赛场馆
内及代表团驻地宾馆，为运
动员及嘉宾提供安全专业
的针对性服务，受到市委、
市政府的赞扬和参会嘉宾、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网约车平台云集的
郑州，人气口碑迅速增长的
“新进选手”享道出行，究竟
有哪些的特色及优势？从
其品质服务、安全等方面就
能窥知一二。

享道出行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保驾护航

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
第二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获悉，9月 14日下午至 16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及
长安街沿线举行了国庆 70周年庆祝活动第二次全流程、全要素、
部分力量演练。约28万人参演、观礼或承担现场各类保障工作。

据介绍，第二次演练包括庆祝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
欢活动、转场及应急处置 6项演练内容，重点磨合内部衔接，全面
检验了各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工作。第二次演练在首次
演练基础上，增加更多人员、要素和环节。其中，受阅部队重点进
行了阅兵式、分列式、地面梯队编成演练。群众游行重在演练集
结疏散、整体行进、配合衔接。联欢活动演练了各表演区块的整
体融合和衔接配合，现场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表演效果。

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
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 5种少数民族
文字版已由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中维吾尔和哈萨克文版由
民族出版社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
开发行。

新华社德黑兰9月16日电（记
者 马骁 穆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穆萨维 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伊朗总统鲁哈尼不会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

穆萨维说，根据目前鲁哈尼的

行程，没有安排与特朗普会面的计
划，“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在纽约发
生”。

穆萨维强调，鲁哈尼此前已明
确表示，“会面不是为了拍照，而是
为了达成实实在在的成果”。

第 74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月
17 日开幕，鲁哈尼按照计划将出
席会议并发言。

此前美国官方已多次表示，
希望特朗普能与鲁哈尼会面。法
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峰会期间也
曾表示愿意促成此事。但伊朗方
面坚持，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的
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回归伊核
协议框架，才有可能与美国进行
对话。

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提升全民网络安
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
要内容。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
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
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
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
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
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
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
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16
日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习近平的重要
指示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
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充分发挥广

大人民在维护网络安全中的主体作用，把
“四个坚持”的原则要求落到实处，有力维护
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切身利益。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2014年开始每
年举办一届。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9月 16日至
22日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
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主题日等活动。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会矛盾
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
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 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
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
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 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
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
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
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
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
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
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
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
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
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
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
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
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
“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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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韩国或将日本
从“白色清单”除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15日说，韩国最快将在 16日开始的
一周内正式撤销日本受信任贸易伙伴地位，即把日本从获得贸
易便利国家的“白色清单”中除名。不过，韩国对与日本在“最
后时刻”启动谈判持开放态度。

韩联社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为来源报道，这一政府
部门已经接近走完将日本排除出“白色清单”的全部程序。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8 月 14 日决定把贸易伙伴分类从
原先的甲、乙两类调整为甲 1、甲 2、乙三类。其中，甲 1类获
得的出口手续简化待遇不变，相当于原先的甲类；而甲 2 类
待遇下降，日本将落入新增的甲 2 类。韩联社报道，在韩国
近 30 个最高级别甲类贸易伙伴中，日本是唯一降至甲 2 类
的国家。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强调，即便新政策施行后，如果日本
政府提出要求，韩国方面愿意随时对话。

日本政府 7月初把 3种关键半导体工业原材料列入对韩
出口管制对象；8 月初决定撤销韩国受信任贸易伙伴的地
位，把韩国排除出“白色清单”，8月 28日正式生效。

韩方指责日方不满韩国法院裁决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因而以贸易手段“报复”
韩国。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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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郑网的“郑州速度”
本报记者 陈凯 文/图

9月 15日晚，2019工银信用卡郑州网球公开赛在中原网
球中心中央球场落下帷幕。为期 9天的赛事，为郑州以及周
边地区的网球迷们带来了一场世界顶级的网球视觉盛宴。从
美国时间2019年 2月 1日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正式宣
布郑州将承办这项中国唯一一站WTA P700级别的顶级赛，
到 6月中旬这项赛事最终确定交由中原网球中心承办，所有
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通常需要一年来筹备的一项赛事，
能在3个月内就绪吗？

高效、务实的“中国效率”再次让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震
惊。小到一块符合WTA规范的背景板，大到半个月之内改
建出一座符合WTA顶级赛要求的2000座席临时中央球场，
所有工作都在开赛前圆满完成。这一次“中国效率”又增加了
一个响亮的名字——“郑州速度”。

郑网赛事在筹办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郑州速度”并非偶
然。中原网球中心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一切工作按照国际标
准来，迅速建立一个具有丰富国际网球赛事运营推广能力的
战略合作伙伴体系，与伙伴们一起边干边学，决不松懈。

有了统一的思路，郑网迅速开始招贤纳士，从竞赛组织、
赛事宣传、品牌和公关推广到视觉呈现、营销、广告，短时间内
就汇聚了一批经过实战考验、有丰富网球大赛服务经验的合
作伙伴。9月 7日，郑网如期开赛，这短短的近三个月时间，给
所有郑网的合作伙伴、工作人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普利斯科娃、斯维托丽娜、贝尔滕斯、科贝尔、马尔蒂奇等
国际女子网坛名将，纷纷参加郑网，确保了赛事竞争的高水
准，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对赛事的竞争水准和工作准备给予
了认可。“从我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完美的，”本次郑网女单
冠军普利斯科娃说，“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世界第七、首届郑
网女单三号种子贝尔滕斯也表示，“这里的设施非常好，特别
是考虑到这是他们第一次举行这个级别的比赛。我的第一印
象就是，组织非常好。”

对于今年的办赛水准和明年的工作，中原网球中心负责
人表示：“第一年的工作集中于最核心的竞赛保障、最基本的
观众服务。希望明年准备开始的早一些，再加上新场馆的落
成，赛事的水平能再前进一大步。”

郑网比赛现场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中宣部新命名39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宣部新
命名39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命名工作紧密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
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此次命名后，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
达到473个。

中宣部要求，要进一步发挥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重
大活动中的作用，强化宣传教育
功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故事，充分激发广大干
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
强国志、报国行，进一步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凝聚起
砥砺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强大
力量。

新华社平壤9月16日电（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朝鲜外务省负责
美国事务的一名局长 16日发表谈
话表示，期待未来数周内可能重启
的朝美工作磋商成为一次“良好会
谈”，同时强调了朝方在无核化谈
判进程中对自身安全和发展问题
的关切。

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外务省官
员通过朝中社发表的这份谈话
说，美国屡次表达出希望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的立场，“这是值
得庆幸的事情”。美国拿出何种

方案参加朝美谈判，将决定未来
朝美关系是变得更加亲密还是徒
增敌意。

这名官员还强调，只有影响朝
鲜制度安全与妨碍朝鲜发展的威
胁和障碍得以彻底清除，有关无核
化的探讨才有可能进行。

自朝美领导人今年 6 月底在
板门店举行会晤后，双方谈判一度
陷入僵局。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
崔善姬 9月 9日表示，朝方愿在本
月下旬与美方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并敦促美方届时拿出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朝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朝美工作磋商数周内有望重启
朝方称:期待“良好会谈”

伊外交部表示在联大期间
鲁哈尼不会与特朗普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