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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成都（13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遂宁、巴中、眉
山、乐山、德阳、南充、雅安、广安、达州、
绵阳、广元、攀枝花、内江、资阳、泸州、
自贡、宜宾

1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 优至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18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18135期全国销售11714544
元。开奖号码：5881122，一等奖0注；二等奖
20注，单注奖金7180元；三等奖304注，单注
奖金1800元。336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15期全国销售14309718
元。开奖号码：773。直选全国中奖3018
（四川13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
国中奖3534（四川242）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全国中奖0注，单注奖金173元。804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15期全国销售10059630
元。开奖号码：77399。一等奖33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457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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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剧不断
艺术光彩
尽收眼底

“锦绣四川·好戏连台”各种好剧扎堆
来袭，快来感受艺术绽放的光彩！

11月24日晚，相声剧《藏刀无明山》将
于东郊记忆何苗小剧场上演；

11月25日晚，《“天空之城”宫崎骏·久
石让动漫视听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
乐厅举行；

12月1日晚，京剧《秦香莲》将于锦城
艺术宫上演；

12月1日至2日下午，惠民展演·川剧
《天衣无缝》将于成都锦江剧场上演；

12月8日上下午，梦幻互动亲子剧《人鱼
公主》将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剧场上演；

12月7日至8日晚，爆笑悬疑喜剧《非
常悬疑》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上演。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8日电 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
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
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
重要讲话，强调亚太各方应该顺应经济
全球化发展大势，秉持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宗旨，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大
方向，努力保持亚太合作势头，稳步迈
向更高水平。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会领
导人依次抵达，受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总
理奥尼尔热情迎接。

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许，会议开
始。奥尼尔主持。本次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把握包容
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与会各经
济体领导人围绕“连接数字化未来，实
现包容性增长”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换看
法，回顾合作历程，共商亚太愿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
发展和变革风起云涌。站在历史前进
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

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
代命题。

第一，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我们应该持续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各
类自由贸易安排，我们应该坚持开放、
包容、透明原则，促进彼此协调，实现良
性互动。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
义。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持多边贸
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要引
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
动能。我们应该全面平衡落实《互联网
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释放数字经济增
长潜能，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
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
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
字经济发展成果，让亚太地区人民搭上
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第三，坚持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促
进包容联动发展。我们应该深入落实

互联互通蓝图，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引领，采取更多务实举措，让发展
更加均衡、增长更可持续、机会更加平
等、社会更加包容。

第四，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
对共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共谋发展
这个公约数，探索解决共同挑战。要立
足多样性实际，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道
路，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交融互鉴，在
良性竞争的同时互利合作，共同构建亚
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
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中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
济长期稳定向好的总体势头会继续保持
下去。中国愿同亚太各方深化数字经济
合作，培育更多利益契合点和经济增长
点，为亚太经济注入强大新动能。中国将
同各国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高质量、
高标准、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为亚太
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更大发展机遇。

习近平强调，亚太地区领导人有责
任规划好亚太经合组织2020年后的合
作愿景。中国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
者和坚定践行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同亚太各方的紧密合作，也为亚太发展
拓展了广阔空间。中国将深入参与亚
太合作进程，同各方深化务实合作，为
亚太地区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与会经济体领导人表示，亚太经济
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贸易壁垒和保
护主义挑战。当前形势下，各方要坚定
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
护主义，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实现平衡、创
新、可持续、包容增长方面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携
手共建活力、开放的亚太。各方应该抓
紧制定亚太经合组织2020年后合作愿
景，在各经济体推广数字化和创新成果。

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同亚太经合组
织经济体领导人一道出席世界经济形
势非正式对话会，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拉加德介绍世界经济形势。

17日下午，泰国有关方面克服困
难，将今年7月5日普吉游船倾覆事故
中沉没的“凤凰”号打捞出水。泰国
旅游和体育部部长威拉萨18日在泰
国普吉视察游船倾覆事故中沉没的

“凤凰”号的打捞情况时说，泰方将把
“凤凰”号转移上岸并封锁船体，以便
开展调查。

威拉萨说，“凤凰”号舱内积水排
空后将在当天被运往船坞，由专家对
船体进行检查。他说，“凤凰”号船体
是沉船事故中的重要证据，为了展开
严密调查，任何涉案方都不允许接近

这一证据。泰国政府将把船体完全
封锁，派安保人员进行24小时看守，
任何人入内进行取证或对船体进行清
洁，都须经过警察及调查人员的许可。

与威拉萨一同视察打捞情况的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李
春林说，近一段时间以来，泰方在强
化旅游安全、便利和服务外国游客
方面出台了很多措施，中方希望这
些措施能够为游客提供安全和服务
保障，中方将继续同泰方深化旅游
安全合作。

记者当天在随同泰国旅游和体

育部、警方及中国大使馆登船前往沉
船打捞处时看到，沉没在40多米海底
超过4个月、重约130吨的“凤凰”号被
起重机吊起，浮在海面上，三层船身
布满泥沙，变成铜黄色。

今年7月5日下午，“凤凰”号和
“艾莎公主”号游船在泰国普吉岛附
近海域遭遇特大暴风雨，船只发生倾
覆并沉没。“艾莎公主”号上42人悉数
获救。“凤凰”号上载有101人，其中87
名中国游客中有40人获救、47人死
亡。本月17日下午，“凤凰”号被打捞
出水面。 据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
推动亚太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泰国普吉沉没游船
美国加州山火
致76人死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火
持续，已确认遇难人数和疑似失
踪人数再度上升，时速80公里强
风令火势控制更为艰难。

这场山火名为“坎普”，8日开
始燃烧，是这一美国西部州历史
上致死人数最多的山火。比尤特
县治安官科里·哈尼17日晚在记
者会上说，“坎普”致死人数升至
76人；另有1276人失踪，比前一
天发布的失踪者数量多265人。

新近发现的5名遇难者中，4
人死于重灾区帕拉代斯镇，另一
人的遗体在周边地区找到。至于
失踪人员，即现阶段依然下落不
明的当地居民，哈尼呼吁他们以
确保自身安全为前提，尽快向报
告失踪信息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当
局“报平安”。

并非所有失踪人员都面临生
命威胁。加州去年秋季发生多起
山火，其中索诺马县当局一度把
超过2000人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最终核实44人遇难。

截至17日，“坎普”过火面积
累积600平方公里，摧毁房屋近
万所。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乘
坐“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加州
北部一座军用机场，然后改坐“海
军一号”直升机，在空中巡视山火
致灾情况。直升机降落比尤特县
奇科机场，特朗普乘车抵达重灾
区帕拉代斯镇。

他承诺联邦政府将尽可能向
灾民和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我们
从来没有见过加州这样的状况，
简直是彻底摧毁”。

特朗普先前指责地方政府管
理不善导致山火肆虐，称如果这
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将冻结给
相关部门的拨款。这一表态招致
舆论抨击。

加州现任州长杰里·布朗和
当选州长加文·纽瑟姆均与特朗
普关系不睦，但一路陪伴特朗普，
一同视察灾区。

比尤特县治安官哈尼希望，
特朗普到访能够带来切实帮助，
让居民生活尽快重回正轨。

加州应急办公室17日警告，
一场暴雨下周将侵袭北部地区；
暴雨有助于灭火，却可能引发洪
水和泥石流，给临时安置在帐篷
和汽车中的灾民添乱。据新华社

“凤凰”号
打捞出水

17日下午，沉没在40
多米海底超过4个月、重
约130吨的“凤凰”号被起
重机吊起，浮在海面上，三
层船身布满泥沙，变成铜
黄色。

17日下午，泰国有关方面将今年7月5日普吉游船倾覆事故中沉没的“凤凰”号打捞出水。 新华社发

智能网络
更优质的使用体验

中国电信先后将成都建成全
国首个特大型全光网城市、全国
首个千兆省会城市，同时实现全
球领先的高品质4G LTE网络和
新一代物联网全城覆盖，在成都

开通全省首个5G基站、建成西南
首个基于国际标准的多基站5G
实验网。经过网络升级后，天地
一体、全国领先、面向未来的电信
智能网络不仅能满足每个家庭

“独享”高速通道，还具备千兆到
家、Wi-Fi延伸覆盖等功能，并引
入了SDN/NFV等新技术，实现网

络与IT融合开放，同时全面完成
IPv6功能改造，具备更高效、更安
全、更智能的网络性能和强大的
IP地址空间提供能力。

“家里的宽带网速200M了，
为什么Wi-Fi还是那么慢？”“我
花了1000多元买了台高端的穿
墙无线路由器，为什么有些房间
信号还是不给力？”……这是市民
常遇到的困惑。据悉，中国电信
推出了专业的智能组网服务，通
过客户工程师上门进行家庭
Wi-Fi环境评测、组网设计和调
试部署，让家庭Wi-Fi无缝覆盖，
极速流畅，并能根据用户需求，设
计个性化方案。通过家庭网络优
化，保证各种智能家电、家居设备
能够在优质的家庭网络环境下相
互链接，为用户家庭带来舒适、便
捷的智能生活。

智能控制
智慧生活一“键”搞定

为了解决不同厂家的智能家
居产品因产品协议、网络规范不

同，让用户无法统一便捷使用的
难题，中国电信打造了全国首个
魔方平台，通过网络对各类物联
网终端进行连接，并整合汇聚开
放能力，全面打通物联网的关键
应用环节。目前该平台已汇集腾
讯、阿里、百度、小米等200余家
品牌企业，超过 1000 款智能设
备。

通过智能平台，智能宽带实
现了智能生活的一键掌控。在发
布会现场的智能宽带体验区，记
者看到，通过智能音箱和智能控
制器，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控
制家电启动、窗帘开关、扫地机器
人工作甚至拨打电话等，实现全
屋智能交互。智能宽带产品还内
置了优选教育资源，可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进行在线课程辅
导。通过家庭安防系统接入智能
门锁，摄像头，传感器等多位一体
的设备，可提供一键离家布防、智
能门锁开门撤防、燃气泄漏报警、
非法开门拍照等功能，全天候守
护家庭安全。

而基于智能宽带的电信电视
ITV，也更加智能化。点击进入
ITV上的“电视医生网络问诊”通
道的“省医院直通车”，市民坐在
家里即可通过电视屏幕与四川省
人民医院的专家进行在线问诊，
还可预约省医院普通门诊和特需
专家门诊。记者现场下载了电信
开发的手机智能客户端——i视
视，并与ITV电视终端绑定，体验
了云端投屏、手机控屏、多屏分
享、全屏搜索等丰富的互动智慧
生活场景。还能在不同网络、不
同终端下进行照片分享、收藏等
多屏数据共享，感受智能宽带带
来的美好智慧生活体验。

只动动口，电视、空调、窗帘就能听你指
挥；说话发指令，智能音箱就能报天气、答问
题、播音乐、讲故事；家里电视可帮忙在医院
挂号、远程问诊；手机上的电影可一键投屏到
电视上看……记者在中国电信“未来已来·智
能宽带”发布会上，亲身体验了新一代智能宽
带所带来的便捷新生活。

11月15日下午，随着成都市经信委王锐
副主任、成都市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处处长
熊明，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喻云华、副
总经理张小刚及阿里巴巴、小米、百度、古北
电子等智能生态链企业代表共同倒下金色的
沙粒，“智慧成都 智能宽带”八个大字闪耀凸
显，中国电信智能宽带在蓉正式发布，标志着
成都全面迈入智慧生活新时代。

会上，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张
小刚介绍到，针对消费者在使用智能产品中
遇到的生态壁垒、复杂场景、网络覆盖、故障
判断困难，智能生态链目前存在的售后体系、
线下渠道等问题，中国电信推出了集智能网
络、智能平台、智能终端、智能组网于一体的
智能宽带，实现了家庭、家人、家电、家居之间
的智能连接，让成都市民畅享信息化带来的
美好生活。

11月15日中国电信智能宽带在蓉正式发布，标志着成都全面迈入
智慧生活新时代。

市民现场体验电信智能宽带。

电信智能宽带发布 成都迈入智慧生活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