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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彭戎）
“99公益日”是一年一度的全民公
益活动，金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今
年发起了“为失独者撑起一把伞”

“梦想行囊助学计划”“志愿香城
众志成城”三大公益项目，为失独
老人、家境贫寒的大学生以及在志
愿服务道路上无怨无悔奉献的志
愿者募集爱心。据悉，此次公益行
动，金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筹得
善 款 353503 元 ，捐 款 人 次 达
23805次。

据了解，为了呼吁更多爱心人

士参与，在“99公益日”期间，金东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和志愿
者们始终奔走在一线，呼吁带动众
多爱心企业、商家以及爱心人士参
与其中。他们走上街道，走进社
区，走进学校，开展公益义卖以及
公益市集等，号召大家贡献力所能
及的力量，为大爱助力。

近年来，金东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始终坚持公益初心，用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责任，并连接社会各界爱
心企业，共同推进公益事业前行，
用公益的力量点亮更多人的希望。

积小善成大爱
与金东社工一起践行公益

近期，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以金融科技为
抓手，持续加强深化业务转型，推出“资金
宝”产品,为挂钩货币基金的各类“宝宝”提
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挂钩货币基金的“宝宝”以其高
于活期的收益和高灵活性受到青睐，尤其是
受到80后、90后年轻人的追捧。实际上，
货币基金虽然看起来赎回快速，但其本质与
银行活期存款流动性并不相同，货币基金属
于基金产品，资金在国债、央行票据和同业
存款等配置，如果遇到巨额赎回，留存的现
金不够用于支付赎回金额，需要变卖持有的
有价证券；此外其赎回需要经过一个基金份

额确认过程。各种货币基金“宝宝”能快速
赎回到账，其实背后是商业银行先行垫付给
投资者。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推出的“资金宝”产
品，是该行依托支付结算平台，为基金管理
公司提供货币基金赎回时的资金垫付，主要
解决基金公司短期资金流动性问题的一款
产品。推出此款产品，是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深化金融业务转型、拥抱金融科技的重要举
措之一。据了解，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始终坚
持创新转型的发展思路，在已有银联贷记业
务的基础上，继续深挖支付结算市场，提升
支付结算服务能力。通过与总行密切沟通，

与兄弟分行协作配合，最终打通业务通道，
顺利推出“资金宝”产品。

下一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将以此为契
机，深耕金融科技业务领域，深化与非银同
业机构的合作，打造集申购、赎回、支付结
算、短期融资、财富管理为一体的行业综合
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资金宝”
为货基“宝宝”提供资金支持

袁永康：
用生命擦亮警徽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近日将两年前无故扣押的一批电信设
备归还华为公司，从事实上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是在回应华为公司因美国政府归还扣留货物而撤回
今年6月对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诉讼的提问时作出上述表述的。

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
下，诬陷中国企业，并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这种
行为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更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
则的否定，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形象和信誉，也将严重影响
各国企业对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信心。

她说，微软总裁近日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美
国政府在没有以确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为依托的情况下，
不应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性声音，停止泛化国家安全
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
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华春莹说。

美国政府归还华为公司被扣设备
我外交部回应：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
国微软公司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
拉德·史密斯日前对美国媒体说，
美国政府对待华为的方式是不公
正的，微软已要求美国监管机构
对其行为作出解释。

史密斯8日接受美国《彭博
商业周刊》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并
未充分证明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
的行动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在没
有“坚实的事实、逻辑和法治”的
情况下，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

史密斯说，微软已经要求美
国政府对其行为作出解释，以便

让其他公司自己作出决断，他说
“这才是这个国家运行的方式”。

史密斯以酒店业为例说，告
诉一家科技公司可以销售产品但
不能购买操作系统或芯片，就好
比让一家酒店公司开门营业，却
不准其在客房内放床，或者不能
在其餐厅里提供食物一样。

“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技术带
到全球，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全球
技术领导者。”史密斯说。“管理全
球化技术的唯一方法，是让各国
政府真正相互合作。”

5月以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

及其超过100家附属公司列入实
体清单。史密斯担心，更广泛、更
严格的限制可能很快到来。美国
商务部正在考虑对新兴技术设置
新的出口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和
量子计算等，这些都是微软公司
着力投资的领域。

路透社 8 月末援引知情人
士消息说，美国商务部已收到
130多份申请，要求获得许可向
华为供货，其中包括谷歌、高
通、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但迄
今为止，尚没有公司获得美商
务部许可。

微软总裁：美政府对待华为不公正

寄语未来阿里
“要让世界更加绿色、普惠发展”

“过去20年的努力，社会把最好的
人才、把可以开拓技术的机遇给了我
们，这不是可以炫耀的资产，而是社会
对我们巨大的信任。感恩的最好办法
就是用行动给社会带来惊喜。未来20
年，我们的责任是用好这些资源、人材、
技术，让世界更加绿色，普惠、可持续发
展，同时让世界变得更加柔软和温暖。”
马云在演讲中说。

马云是在展望未来时提出这一期
望的。他说，未来30年，世界会发生很
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技术革命所带
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所
有技术都希望解决人类三个问题：可持
续发展、普惠和利他。如果技术不能解
决这些问题，技术就毫无意义。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昨天的自己。未
来的世界，如果你的企业希望成功、你
个人想成功，那请记住，你不仅仅要为
自己着想，你要为别人着想、为世界着
想、为未来着想。”

谈“退休”生活
“不会停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不当阿里巴巴董事长，不等于我
退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阿里巴巴只
是我很多梦想中的一个而已。”马云说，

“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年轻，很多地方都
想去看看，很多事情都想去尝试。教
育、公益、环保，这些我一直在做，我觉
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花更多的时间。”

“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个
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不是一个人的
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马云对全
体阿里人说。

当天，阿里巴巴宣布全面升级使
命、愿景、价值观，迎接面向未来的领导
力升级。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接任
马云，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15年前，阿里巴巴决定把这家公
司做到102年，横跨3个世纪。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能做到。”马云说，“全
世界基本有两条路，要么交给下一代，

要么交给职业经理人。第三条路，很少
有人尝试，但我们觉得这是一条对的
路，就是发现、培训、支持新的领导团
队，用文化、用制度、用人才来保证公司
的传承。”

2009年，阿里巴巴创始人团队辞
任，开始探索合伙人机制。“这不是一个
心血来潮的决定，为了这一天，我认真
准备了10年。”马云给现场的企业家们
提出建议，“如果有一天，你也希望用制
度、文化和人才来保障公司的传承，你
至少今天就要开始去想，至少准备10
年时间。”

接棒者张勇：
未来五年消费总规模超10万亿

马云卸任，接棒者则是阿里的
CEO张勇，而阿里巴巴未来的发展也
成为外界关注的话题。在交接现场，张
勇为阿里定下了未来五年的新目标：服
务全球超过10亿消费者，通过平台继
续成长，实现超过10万亿人民币以上
的消费规模。

张勇说，只有达到这个阶段性目
标，阿里巴巴才能真正走向未来的长期
目标——到2036年服务全球20亿消
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
家中小企业盈利。

他同时表示，五年前，阿里巴巴定
下2020财年平台消费规模1万亿美元
的近期目标，“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毫无
悬念。”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张勇透露，为
此，阿里巴巴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内
需、大数据云计算三大战略，同时全面
推进“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建设。

“我们希望能不断为社会创造价
值，解决社会问题，具有社会担当的公
司。”张勇说，全球化、内需、大数据云计
算是阿里巴巴的业务战略，大中台、小
前台是组织战略，今天全面升级的价值
观是文化战略。“面向未来的102年，业
务战略、组织战略、文化战略必须高度
融合在一起，阿里才能走得长、走得久、
走得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孟梅 崔江浙江杭州报道

外交部：
坚决反对德方

允许香港分裂分子入境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德方允许
香港分裂分子入境从事反华分裂
活动以及德国外长马斯公然同这
样的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

据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对黄
之锋获得保释表示欢迎，并于9
日晚在柏林与黄之锋见面。华春
莹说，中方已向德方提出严正交
涉。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
个人都无权干预。任何挟洋自
重、分裂国家的言行和图谋都注
定要失败。个别德国媒体和政客
企图借反华分裂分子蹭热度、博
眼球做政治秀的做法也是极其错
误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和
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华
期间，明确表示支持‘一国两制’、
反对暴力。我们不禁要问，德方
此时允许黄之锋到德活动并同马
斯外长接触，意欲何为？我们敦
促德方信守承诺，避免向香港激
进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华春
莹说。

“我们也敦促马斯先生作为
德国外长，遵守最基本的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有利于
中德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中德
关系的破坏者。”华春莹说。

远涉鲸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静静沐浴在久违的神州月色中。
经由外交、公安、文物等多方力量

联手，选取最优追索方案，历经5个月紧
锣密鼓执着追索，8 月 23 日深夜，8 件流
落东瀛的稀世珍宝回家了。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关强 9 月 10 日向新华社记者表
示，这是我国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
政府的配合协助下实现的流失文物回
归，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
了新的实践案例。

索宝：
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2019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接到
举报，称日本某拍卖公司拟于近期拍卖
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疑为我国非法流失
文物。

真是国宝吗？国家文物局当日即开
展调查，很快获得线索：该批青铜组器很
可能为近年来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文物。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该批青铜组器
的器型、纹饰、铭文符合春秋早期青铜器

的典型特征；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克父
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流传的历
史痕迹……经过和同时期考古发掘资料
比对，专家们基本认定该批青铜组器应
为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被
盗出土文物。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吗？国家
文物局闻风循迹，发现该批青铜组器曾于
2014年在上海出现过，遂向全国21家文
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查证。“所有管理处
均未办理该批青铜组器的临时进出境手
续，有力证实该批青铜组器应为2014年
之后被非法出口至日本。”关强介绍说。

国宝必须回国！3月6日，国家文物
局研究决定，立即启动追索工作，并于次
日向公安部通报相关情况，商请其开展此
事涉及的文物走私和盗掘案件调查工作。

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署，很快，
上海公安即查明了文物持有人情况、文
物走私证据链条等关键信息。文物拍卖
委托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为上海居民，
有重大犯罪嫌疑，被正式立案侦查。

手握铁证，我国有关部门紧急照会
日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息、提请

日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相关工作
……在外交与刑侦双重压力下，日本某
拍卖公司最终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曾
伯克父青铜组器由于涉及家族遗产纠
纷，暂时中止拍卖。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国家文物局与
日本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日方对我
方主张的文物追索要求给予了认真对待
和积极协助。

在政府施压、刑事侦办等多重压力
的传导下，7月，周某正式表示，愿无条件
将该组国宝上交国家。8月23日，周某
返回国内配合调查。

识宝：
“独一份”的国宝，
你能读对几个名字？

鼎、簋、盨、壶、甗、霝……国家文物
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介
绍，目前，这批文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特别珍稀。文物所属的春秋古
国曾国，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秘境”。

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
鼎铜器群，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廊一带
有曾国。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多
数学者认为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
随国。近年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发现，
人们对曾国历史认知才得以逐渐推进。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铜
器此前从未有发现。”邓超说，这批文物
对研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具有重
要价值。

——特别丰富。这组青铜器上铭文
多达330字，每件青铜器均有铭文，每器
均带有自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
息。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穿越时光的密
码，不仅是对古代的复建，同时也可能带
给今日国人以崭新的历史惊喜。

——特别精美。专家告诉记者，组
器的铸造工艺极为精美。通过X光照相
技术，专家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
型，鼎、甗耳部为直接铸造，簋、盨、壶等
则先铸出器身，同时耳部铸造出铜榫，然
后再安装器耳活块范、铸造器耳。专家
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先民高超卓越的
青铜器铸造工艺。 据新华社

9月10日教师节，是马云55岁的生日，也是阿里巴巴
成立20周年，更是马云卸任的日子。
9月10日晚，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在杭州举行，马云

在年会上发表演讲，宣布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职位，现
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接棒。

“咱们换个江湖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马云在
年会现场发表演讲时颇为感慨，甚至一度泪洒现场，同时他也寄
语全体阿里巴巴员工，“强公司是商业能力，而好公司是担当、是
责任、是善良。”

据悉，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后，还将继续担任
集团董事会成员，直至2020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之后，
他还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永久合伙人”。

“他干起活来简直废寝忘食，
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经常深夜
才回宿舍，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
工作。”曾与他同在黄田港口执勤
的民警季礼庆回忆，当年黄田港
是贯穿长江南北的交通要道，每
天有1万余名旅客、2000余辆自
行车、1000 余辆汽车在这里过
江，经常有不法分子混迹其间。
为了维护港口平安，袁永康全身
心扑在工作上，练就了“火眼金
睛”，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200余
名，查获被窃自行车300余辆，被
群众誉为“港口哨兵”。

袁永康以港口为家，把群众
当作家人看待。在港口，经常能
看到他扶老携幼的身影。一次，
一位迷路的老婆婆来到民警值班
室求助，袁永康不仅买来饭菜给
她吃，还千方百计弄清她的家庭
住址，给她回家的路费。1971年
的一天，一位过江旅客失窃价值
500元的财物，听到消息，正发高
烧在家休养的袁永康马上赶到港
口，连续工作几天，直至破案并追
回被盗财物。

1981年 5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左右，袁永康在长江南北水
陆交通枢纽黄田港口执勤，将一
名可疑人员带至值班室审查。犯
罪分子突然起身用拳头猛击袁永
康太阳穴并用尖刀刺破其甲状腺
动脉。

袁永康身负重伤却没有退
缩，用尽全力紧紧卡住歹徒的颈
部，并厉声警告他：“你逃不掉
了！”然而，身中24刀的袁永康最
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1981年6月30日，江苏省人
民政府追授袁永康革命烈士称
号；同年7月16日，公安部追授其
一级英模称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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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康，男，1943年
11月出生，安徽省滁县
（今安徽滁州）人。1968
年8月，从部队复员，被
分配到长江航运公安局
江阴港派出所。1981
年 5月12日，在值班室
被犯罪分子袭击，袁永
康身中24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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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洒泪卸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