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人 凌晨把骨折母亲送到医院又悄悄离开的儿子

请你速回医院！

他把年逾花甲重病卧床的母亲往他把年逾花甲重病卧床的母亲往
医院一送医院一送，，就悄悄走了就悄悄走了，，再也联系再也联系
不上不上；；提到儿子提到儿子，，老人就神情落寞老人就神情落寞。。

昨日凌晨昨日凌晨44点点，，六旬老人敖婆婆被六旬老人敖婆婆被120120送到西部战区总医送到西部战区总医
院院，，儿子跟随儿子跟随120120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把母亲送到医院后，，竟扔下老人悄悄走了竟扔下老人悄悄走了。。
如今老人欠下医疗费如今老人欠下医疗费30003000余元余元，，儿子怎么也联系不上儿子怎么也联系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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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追访“一带一路”
63名熊猫小记者出发啦！

8月13日，“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
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第三季
（夏季行动）“童眼看世界 友城话未来”的
出发仪式在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举行。

随着嘉宾将郑和队（泰国、马尔代
夫）、张骞队（英国、爱尔兰）、马可波罗队
（瑞士、法国、意大利）队旗授予三支队伍
的小记者代表，标志着小记者们将肩负
使命与荣光开始此次出征。

从14日起，63名熊猫小记者将作为
“文化小使者”，兵分三路，分别前往英
国、爱尔兰、法国、意大利、瑞士、泰国、马
尔代夫等国家，探访成都友城：泰国清迈
府、英国谢菲尔德市、法国蒙彼利埃市，
追访“一带一路”成果，传播天府文化，讲
述中国故事。

据了解，今年是活动开展的第三个
年头，先后走进省内300多所中小学校开
展招募选拔，还吸引了云南昆明等省外
城市的关注和参与。最终，63名能力突出
的“熊猫小记者”从20余万名青少年中脱
颖而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婷婷

母亲生病
肋骨骨折无法行走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来到西部战区总医院见到了敖
婆婆，护士正在给她喂食稀饭。婆
婆躺在病床上，没跟任何人交流。
喂完饭后，急诊科的护士告诉记
者，敖婆婆目前的日常生活无法自
理，吃饭、起身、上厕所等都需要别
人照顾。

问及敖婆婆的病情，急诊科的
王医生说，老人是多发肋骨骨折、肺
部有感染、糖尿病，药已经都用起
了，检查也都做了。“胸外科会诊后
认为不需要手术，现在是预防感染，
控制血糖。”

记者和敖婆婆进行了简单的
交流，谈话的时候，老人会偶尔挪

5G+、AI、VR
四川省第三届文化旅游
新技术应用大会9月开幕

当旅游遇见5G+、AI技术、VR技术
等新技术，是种怎样的体验？9月2日~4
日，在“四川省第三届文化旅游新技术应
用大会”上就能找到答案。昨日上午，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旅厅
召开的“四川省第三届文化旅游新技术
应用大会”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大会
将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举
行，四川文化旅游新技术孵化（产业）园
将在大会期间授牌、开园，包括3DVR、
AI机器人、VR全景设备、北斗智游星、

“5G+智慧文旅+新媒体”直播等最新智
慧文旅技术应用产品也将悉数亮相。

据介绍，大会上将发布《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指南》及标准，
举行新技术应用场景展，并邀请云计算、
5G+、AI技术、VR技术等相关领域嘉宾
进行新技术应用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
主题对话会等各项分支活动。为了突出
新技术的运用，本次将一改传统会议的
模式，全程采用自助签到、人脸识别、
5G直播、智能引导等新技术应用。届
时，现场还将展示最新智慧文旅技术应
用产品，包括最新票务系统及闸机管
理、全域旅游资源数据库、3DVR、AI机
器人、VR全景设备、北斗智游星、“5G+
智慧文旅+新媒体”直播等智慧文旅产
品，可以亲身体验新技术为文化旅游产
业带来的新变革。

“目前，文旅行业正在踏入转型升
级、优质发展的快车道，智慧科技在升级
文旅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验、提高供给
侧运管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卢锋介
绍，当前全省智慧文旅建设方兴未艾，不
少地区加快了建设智慧景区、智慧旅游
城市的步伐。全省正加快完善智慧旅游
咨询服务体验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加
快建设旅游产业大数据平台，目前已形
成了以服务游客为核心的智慧旅游体
系。今年我省还将全力推动“智游天府”
平台建设，为游客提供畅游四川最便捷、
最全面、最系统、最经济的服务载体，实
现公众得实惠、企业增效益、政府好监
管、文化有推广的多方共赢目标。按照工
作计划，该平台将在年内全面实现上线
运行，并建立良好的运行、管理、服务机
制，开启文旅融合发展智慧新篇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都网民知多少？

20182018年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发布年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发布

月户均流量
万人近日近日，，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公室、、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委托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委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成都市移成都市移
动互联网协会联合编制的动互联网协会联合编制的《《20182018
年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年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
（（下简称下简称《《报告报告》）》）正式发布正式发布。。

《《报告报告》》反映了成都市网民规模反映了成都市网民规模
增长增长、、成都市通信基础设施发展以成都市通信基础设施发展以
及成都市互联网整体发展水平等方及成都市互联网整体发展水平等方
面情况面情况，，其中其中，，成都在大数据成都在大数据、、55GG、、人人
工智能互联网新技术发展方面增长工智能互联网新技术发展方面增长
迅速迅速，，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

网民达1142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

截至2018年12月，成都市网
民规模达1142万人，较2017年增
长61万人，增长率5.6%。2018年

成都市互联网普及率达69.9%，
高出全国59.6%互联网普及率
10.3个百分点。另据国家统计局

13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我国
网民2018年达到8.3亿人。

2018年，成都网民用户使
用率中排名前四的应用依次为
即时通信、网上支付、搜索引
擎、网络购物。

其中，即时通信使用率达到
96.4%，网络购物类应用用户使用

率达到79.3%，成都市网民中旅行
预订用户使用率达63.3%，网上订
外卖用户使用率达63.5%。

公共服务类互联网应用
中，成都市网民地图查询类应
用的使用率最高，达到71.8%；

共享单车类应用使用率也达
到了61.2%。网络金融类应用
中，网上支付用户使用率达
80.7%，并且成都市网民对互
联网理财的接受度相对较高，
使用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网上支付用户使用率80.7%
本地生活服务生态体系高于全国水平

2018年，成都全市积极推进
《建设国际性区域通信枢纽行动
计划（2017-2022年）》落地实施，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能力不断提
升，为打造“一带一路”信息通道
和国际信息港，培育发展新动能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018年成都城域网出口总

带宽为13730Gbps，较2017年的
12800Gbps增长了930Gbps。固
网宽带用户达到800万户，较
2017年712万户新增88万户。

此外，2018年成都市移动
用户达到2899万户，较2017年
2729万户净增170万户。其中4G
用户2152万户，较2017年1899

万户净增253万户，移动用户加
速向4G用户迁移。

同时，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达到329080TB，月户均移动互
联网接入流量达到6327M/月·
户，较2017年2049M/月·户净增
4278M/月·户，成都市移动互联
网民对流量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月户均流量达6327M
移动互联网流量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2018年成都市主要互联网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7.4亿元
（不含电子商务交易额、基础电
信业务收入），同比增幅达到
32.0%。

2018年成都游戏企业增
速位列全国第一，研发占比
全国第一，营收207.3亿元；电
子商务交易额实现18690.61
亿元，同比增长28.5%，位居

中西部城市首位，独角兽企
业1919酒类直供和速递易、
美乐乐等平台型电子商务企
业已经进入垂直领域全国领
军企业行列。

游戏企业增速位列全国第一
电商交易额位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迈入网络安全领域第一梯队
国内网络安全人才最集中城市之一

2018年，成都在大数据、
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互
联网新技术及应用发展成果显
著，各项数据位居全国前列。

大数据产业方面，目前成
都拥有大数据相关企业400余
家，涉及数据采集、数据存储、
数据可视化、大数据应用等。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2018年中国大数据企
业50强”榜单中，成都本土企业
四方伟业、数联铭品、勤智数码
上榜，并有超过70%的入榜企业
在成都设有分支机构或有关联
企业；同时本土如智宝大数据、
探码科技、数之联等创业型企
业迅猛发展，已有数家估值超
10亿元。

5G产业发展方面，在微波
通信、光通信、移动通信、专网通
信、军民融合等领域形成了全国
比较优势。成都建立了全国首个
5G商业街区，开通了首个室外运
行的高速验证体系，并建设了全
国首个5G规模组网的试验体系。
同时，华为、中兴、上海贝尔、索
尼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国外

通信巨头，相继在成都设立研发
中心。中国移动设立中国移动
（成都）产业研究院，这是西部地
区首个面向5G、人工智能，聚焦
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数字化
服务的专业研发机构。

人工智能方面，目前成都
在多个细分领域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其中部分领域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在智慧机场、网络安
全、语言识别等创新应用领域
涌现出大量应用案例。

此外，成都区块链发展力
量正在崛起，在2018年中国区
块链创业活跃度城市排名中，
成都居西南区第一、全国第
六。业务领域涉及金融、资产
管理、能源、商贸、信息安全
等。成都区域内，包括新网银
行、中联通信、数联铭品、食物
优等企业正专注于区块链支
付、智能投顾、量化交易、溯源
等领域的创新探索，电子科技
大学、四川大学等依托自身的
科研实力，不少底层技术研发
正在涌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
多项新技术应用引领全国

网络视听方面，中国网络
视听大会从2016年开始永久
落 户 成 都 ，今 年 已 经 举 办 第
七届，“国际网络视听版权交
易平台”正在建设中，极米、
长虹等企业在网络视听播放
设备方面的领先优势突出。

企业级应用方面，成都已
有20余家主营业务包含企业级
应用的本地上市企业，100余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以及近200家

先后获得过风险投资的创业型
企业。成都企业级应用领域企
业的营业收入已经实现百亿级
规模。

网络安全方面，成都已迈入
网络安全第一梯队，成为目前国
内网络安全人才最为集中的城
市之一，网络安全产品涵盖基础
软硬件产品、网络安全产品、系
统级安全产品、安全服务与集成
的产业链完整环节。

动下位置以缓解腹部以上位置的
疼痛。当问及是否想念儿子时，老
人眼睛盯着天花板，神情落寞地说：

“我不想儿子。”再问儿子怎么不来
照顾的时候，老人重复着说：“儿子
住得远。”

儿子失联
欠3000余元医疗费

据王医生介绍，敖婆婆家住新
都区大丰镇，是13日凌晨4点送到医
院的，“送过来没过一会，儿子就消
失了”。医院怎么也联系不到，无奈
只有报警，托警察找，但找到现在也
没消息。

敖婆婆是因为骨折被送医院的
吗？王医生回忆，120接诊医生去敖
婆婆家里时，她儿子说请了保姆专

门照顾老人，去的时候保姆不在现
场，只看到老人躺在家里的地上，担
心是摔在地上，所以送过来检查。儿
子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就走了，再也
联系不到。

王医生告诉记者，老人有点轻
微的老年痴呆，简单的问题可以回
答。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可以说，问儿
子的电话，她也不知道。目前，老人
欠下检查费3000余元。

对此，英济律师事务所陈逢逢
律师表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
公安机关寻找敖婆婆儿子的下落。
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儿子把母亲送到医院后，遗弃母亲、
逃离现场是违法的，是否构成犯罪
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定。

赵芝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跃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大量移动APP存在
读写用户设备文件等异常行为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13日发布
《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
势》。这份报告指出，我国移动APP违法
违规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十分突出，大量
APP存在探测其他APP或读写用户设备
文件等异常行为，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安
全造成潜在安全威胁。

据统计，我国境内应用商店数量已
超过200家，上架应用近500万款，下载总
量超过万亿次，发展势头迅猛。与此同
时，移动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
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违法
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十分突出，广
大网民对此反应强烈。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分析发
现，在目前下载量较大的千余款移动
APP中，每款应用平均申请25项权限，其
中申请与业务无关的拨打电话权限的
APP数量占比超过30%；每款应用平均收
集20项个人信息和设备信息，包括社交、
出行、招聘、办公、影音等。

此外，报告还提出，近年来，随着移
动互联网和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出现
了大量以移动端为入口骗取用户个人隐
私信息和账户资金的网络诈骗活动。

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抽样监
测，2019年上半年以来，我国以移动互联
网为载体的虚假贷款APP或网站达1.5万
个，在此类虚假贷款APP或网站上提交姓
名、身份证照片、个人资产证明、银行账
户、地址等个人隐私信息的用户数量超
过90万。大量受害用户在诈骗平台支付
了上万元的所谓“担保费”“手续费”等费
用，经济利益受到实质损害。 （新华社）

敖婆婆在医院盼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