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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数据生态
俞永福：高德地图打造城市交通大脑

在由公安部交管局指导袁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
研究所尧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尧高德地
图尧新浪微博联合主办的2016渊首届冤野互联网+交
通出行服务冶论坛上袁高德集团总裁俞永福表示院
在智慧交通领域袁高德地图已经同时成为用户尧应
用尧汽车尧交警四大群体的标配遥 凭借在上述领域
的积累和大数据优势袁高德地图将致力于推动野人
人为我袁我为人人冶的交通大数据生态袁帮助城市
互联网+交通建设告别局域网+袁 打造城市交通大
脑遥 高德地图近日发布了我国首份野互联网+交通冶
指数研究报告袁旨在综合评价我国主要城市的野互
联网+交通冶建设水平遥

滨海新区举行青年集体婚典

对新人共入新婚殿堂
昨日袁野相约生态城窑共圆中国梦冶

2016年天津滨海青年集体婚典在中新
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广场隆重举
行袁38对新人从这里踏入了幸福浪漫
的新婚殿堂遥 本届集体婚典由共青团
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尧 天津市滨海
新区民政局主办袁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
理委员会协办袁 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同时袁 以中式婚典仪式见
证青年真爱遥 婚典特别设计了车游滨
海尧共植同心树尧签订婚约尧金粉饰家尧
浪漫蜜月尧 祝福祖国等环节袁 倡导文
明尧俭朴的婚姻新风尚遥

在婚典仪式上袁主办方还为每对新
人专门定制了具有收藏价值的新婚贺
礼袁并将活动影像制作成精美电子纪念
册袁为新人留下美好回忆遥 此外袁现场还
抽取了5对幸运新人袁 他们将参与2017
年野滨海要甘南对口扶贫公益行冶活动袁
让新人在欣赏甘南美景的同时袁真正感
受到贫困地区的清苦生活袁影响和带动
身边更多的人参与扶贫攻坚遥

申女士告诉记者袁她家所在的楼栋是
已建成20年的老楼遥 与普通楼房不同袁申
女士所在的楼栋1楼是商户袁2楼有4户居
民袁3楼至7楼则是3户居民遥 特殊的房屋格
局也造就了其下水管道的特殊性遥 野我们
这串居民家中的下水管道一个月一堵袁因
管道布局特殊袁且楼下的污水井也没有溢
水的情况袁 因此很难找到管道的堵塞点袁
想要疏通十分困难遥 冶申女士说袁就在前阵
子袁由于下水管道堵塞袁厨房的脏水从3楼
厨房外溢了出来袁然后又从3楼渗到了2楼袁

导致2楼厨房被泡遥一气之下袁2楼住户关闭
了自来水阀门袁 导致楼上6户居民家中无
水可用遥 野至今停水已有半个月了袁生活很
不便遥 冶申女士说袁为此他们曾多次找居委
会尧街道尧产权单位等部门袁希望能彻底疏
通管道遥 但由于找不到管道图纸袁疏通下
水管道的师傅来了后无计可施遥

负责协调此事的长征里居委会张主
任告诉记者袁 目前他们已多次入户做工
作袁野2楼业主也十分委屈袁 每次遭殃时袁楼
上住户照用不误遥冶张主任说袁2楼住户表示

在下水管道彻底疏通前袁 拒绝打开自来
水遥 张主任透露袁他们目前已多次联系了
产权单位袁同时产权单位也派了专业师傅
前来处理遥 野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找不到管
道袁且疏通管道需刨开底商的地面袁将会
给底商造成损失遥 冶与此同时袁居民不愿为
底商的损失买单袁 所以处理起来很困难遥
野目前推测污水井应在底商搭建的一座小
屋中袁所以计划刨开这间小屋的地面遥 冶张
主任说袁对此他们正在加紧协调袁争取尽
快帮居民解决难题遥 时报记者 韩春霞

时报讯渊记者 杜红梅冤近日袁家住新港
地区的张先生致电本报热线袁反映永太路与
新金融大道交口处红绿灯设置的17秒行人
通行时间有点儿短袁野行人绿灯时走上斑马
线袁可还没等走到对面就变红灯了遥 冶张先生
表示袁这样的设置为来往市民的出行安全埋
下隐患袁野不知道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延时钥 冶
记者随后将张先生提出的延时建议反

映给了交警新港路大队遥接线的工作人员表
示袁将此事上报给领导之后再做回复遥 27日
下午袁记者从交警新港路大队获悉袁相关工
作人员接到时报记者反映的情况之后已经
到现场进行查看袁并将此事反映给了具体负
责部门袁建议将该处绿灯时长调至30秒遥

17秒难过斑马线
市民盼望能延时
本报协调后或将调至30秒 管道“隐身”难疏通

“水患”不除无水用

近日，家住中心北路11栋3门的

申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称由于厨

房下水管经常堵塞，给2楼住户带来

不少麻烦。由于找不到相应的下水

井及管道线路，疏通下水管道变得

格外困难。为此，2楼住户一气之下

关闭了楼上的自来水……

易信90后网友最恋家
“每天一通电话不奇怪”

移动社交APP易信发起亲情指数调研及 野我
爱我家大奖赛冶袁鼓励亲情沟通多与家人通话遥 中
秋节当天袁 易信国际漫游电话数据及群内多人通
话时长骤升袁国际漫游拨打量较平日涨幅近35%袁
多人通话平均时长是平日4倍遥预计即将到来的十
一小长假及紧随其后的重阳节袁 又将迎来一波使
用高峰遥

数据还显示院绝大多数网友和老妈更有话说曰家
庭群聊时袁 老爸注重物质奖励尧野一言不合冶 就发红
包曰多人通话受欢迎袁全家人一起沟通不无聊曰能摄
像机也慢慢走入生活袁拉近亲人间距离遥

调研显示袁 每天与家人通话一次的易信网友占
比21.79%尧一周打两次的易信网友占比28.21%袁一周
打一次的易信网友占比30.77%遥

互联网电视PK混战
海信高端战略坚守“第一”

据同花顺问财数据袁野互联网垣冶 概念企业袁正面
临产业和资本的退潮遥今年上半年袁 220 家涉 野互联
网垣冶 概念上市公司中有 87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
滑袁 占比 39.55%曰 此外 24 家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
损袁占比 10.91%遥 从这些涉 野互联网 +冶概念公司的
起伏中不难看出院相比被颠覆袁具备野制造+信息技术
能力+等企业更容易借势技术创新升级产业格局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9月初袁 海信正式对外宣布成立
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遥汇合了腾讯视频尧爱奇艺
和华数等视频资源的聚好看袁 主要负责互联网电视
增值业务技术开发和用户运营等业务遥 其互联网电
视的21000万用户也成了卡位大屏流量时代的有力
筹码遥

姻 时报记者 路熙娜 张文弟 报道

滨海新区青年集体

婚典从2005年开始，已

连续举办12届，共为600

余对中外籍新人举办了

婚典仪式。

集体婚礼现场袁 有两对来自内蒙古
乌兰察布的新人,其中4号新郎和5号新娘
是一对亲姐弟遥

5号新娘郭志敏告诉记者袁他们姐弟
俩从小一起长大袁又在同一天举行婚礼袁
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遥 郭志敏告诉记者袁
2002年袁父母从乌兰察布来到新区工作袁
弟弟郭志东中学毕业后也随父母过来生
活遥 她独自在内蒙古读书袁然后去哈尔滨

上大学遥 2012年大学毕业后袁来到新区工
作袁男友追随而来遥 转眼袁郭志敏跟小她
两岁的弟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袁两
人的另外一半也都是乌兰察布人袁 就想
着如果能同一天举行婚礼袁 肯定是一份
特别美满的回忆遥 今年7月袁姐弟俩都通
过网络递交了集体婚礼报名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姐弟俩的表姐也参
加了这场集体婚礼遥

姐弟俩同时成婚

野第16对新人袁新郎是来自重庆的杨
旭袁新娘是来自重庆的陈旭遥 冶伴随主持
人的介绍词袁 一对身着大红礼服的新人
在台上躬身对拜遥 要说起这对新人袁真是
命中注定的缘分遥

新娘陈旭告诉记者袁 其实她跟杨旭
都是从小在新区长大的重庆人遥 二十几
年前袁 他们各自随父母从重庆到新区工

作并定居下来袁 虽然都在同一个单位工
作袁但彼此并不认识遥

野有五六个介绍人跟我说过他袁但这
些介绍人之间互不相识遥 冶这么多媒人牵
红线袁都是牵同一个人袁真是命中注定的
缘分遥

今年袁 俩人得知要举办集体婚礼的
消息后就赶紧报名参加了遥

夫妻同名佳偶天成

岳父岳母功不可没

2楼住户频被水淹 一怒之下关闭阀门

野看袁站在后排中间位置的那对新
人就是我女儿尧女婿遥 冶熊红指着一对
新人告诉记者袁女儿名叫赵惜之袁是生
态城一位小学老师袁 女婿张亮自己开
公司创业遥 野女儿尧女婿参加集体婚礼袁
还是我促成的浴 冶 熊阿姨告诉记者袁
1988年劳动节前夕袁 自己和丈夫参加
了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主办的集体婚
礼袁当时参加的只有8对新人袁婚礼结
束后主办方组织去北戴河旅游遥 这种
集体婚礼的形式当时非常新潮袁 对她
来说也特别有意义遥平时袁熊阿姨和老
伴特别关注新区的新闻时事袁 所以得
知新区每年都会举办集体婚礼遥于是袁
熊阿姨就建议女儿尧 女婿也采用这种
形式新颖又古朴节俭的婚礼形式遥

新姑爷张亮告诉记者袁岳父岳母
是通过集体婚礼走到一起的袁 他们
小两口也参加集体婚礼袁 感觉更加
有意义遥

郭志敏和丈夫 郭志东和妻子

赵惜之和张亮

陈旭和杨旭

本组供图
记者 贾磊

第二十届“北京放映”闭幕式暨2016中国电影国
际传播突出贡献表彰晚会于日前正式落下帷幕，《西
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获得中国电影国际传播
突出贡献奖。 时报记者 王淞

《中国新歌声》本周将冲刺鸟巢，十二强学员中只有
一半能够争夺最终冠军，而今年的专业评审团主要来自两
岸三地专业制作人，包括林隆璇、周治平、曲世聪、董冬冬等
诸多知名制作人首次大规模集结。 时报记者 王晶

《世界青年说》第二季今晚将正式回归荧屏，比起去
年一水男模身材的高颜值海外嘉宾，今年来自澳大利
亚的“呼和浩特”女婿戴维身材胖乎乎、讲话也更直接，
而有“德国papi酱”之称的阿福则靠体重优势成为节目
最重量级嘉宾。 时报记者 王晶

时报讯渊记者 范炳菲冤昨日野迎国
庆耶津门十俊爷书画作品展冶在塘沽博物
馆展出袁 展出了天津美协会员张志连尧
王惠民尧李根友袁中国书协会员张鹤年尧
杨世勋尧彭英科尧李延春等人80余幅精
品遥 展览将于10月13日结束遥

不同于以往的警匪片
林超贤说袁2011年拍摄完 叶逆战曳袁

自己很长时间内都不愿意涉及警匪题
材袁因为野拍不出新意袁不想再去重复冶袁
但 叶湄公河行动曳 却给了他新的灵感袁
野一方面是大家对这个案件特别感兴
趣袁 另一方面这是一次境外的抓捕行

动袁 会呈现出与过往警匪不一样的味
道遥 冶可是袁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袁要通过
公安部审核袁因此在筹备之初也遇到了
极大的困难袁野公安部还是挺开明的袁他
们说不需要一个循规蹈矩的主旋律片
子袁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准备剧
本的遥 不过在审核过程中袁还是提了一
些修改意见遥 冶

林超贤坦言袁那段时间自己非常失
落袁多亏了监制黄建新的鼓励袁野我那个
时候已经不想拍了袁 但他很有经验袁跟
我说那些建议听完就算了袁该怎么拍还
怎么拍遥 黄导说他当年拍叶黑炮事件曳袁
人家给他提了几百个意见袁其实真拍起
来都不算事遥 冶就这样袁林超贤才启动了
拍摄计划遥

真实事件是最大利好
作为一个成长于香港商业电影体系

的导演袁 林超贤谙熟警匪题材的各种套
路袁但他却觉得叶湄公河行动曳是一个与众
不同的题材袁野首先袁这种涉及境外丛林抓
捕的故事袁在香港是没有的袁即便有一些
相关情节也只是故事的延伸曰其次袁这个
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袁更能凸显警匪
片最基本的主题院正义遥其实袁警匪片的精
神就是正义袁但因为拍得太多袁现在很多
片子都开始涉及阴暗的东西袁离正义越来
越远遥 之所以这个故事仍旧能展现正义袁
并得到观众的认同袁就是因为真实袁这是
编不出来的遥 以前我们的警匪片袁最后都
是正派反派打得你死我活袁但这个电影不
是袁你要为正义去抓一个人袁带回来审判袁
打死他没有意义袁 你慰藉不了13条人命袁
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遥 冶林超贤
透露袁除去真实的故事袁在人物上叶湄公河
行动曳也融入了很多缉毒干警不为人知的
故事袁野很多情节袁书本尧新闻报道里都不
会提及袁 是只有前线缉毒警察才知道的遥
这次观众可以真正感受到我们的干警深
入境外抓捕的整个过程遥 冶

时报记者 王淞

文 体

小米5s发布配备超声波指纹
小米之家恒隆广场店十一首销

小米5s及小米5s Plus正式发布袁野黑科技冶是无孔
式超声波指纹袁 即无开孔式Home键袁 无需再担心
Home键损坏袁并且超声波指纹技术的安全性与识别
率更高遥 拍照方面也是小米5s的一大亮点袁它的传感
器型号为索尼为其定制的IMX378袁并采用了超感光
相机袁也就是说内置了更大的感光元件袁单个像素的
感光面积高达1.55 m袁 感光元件尺寸堪比一般的卡
片相机遥 在58同城尧赶集网尧转转等平台上袁小米5s已
开始被野加价冶预订遥

天津的米粉则非常野幸运冶袁小米之家天津恒隆
广场店新店10月1日全新盛大开业遥 总面积近340平
方米袁将是一家集形象展示尧产品体验咨询和承担销
售功能为一体的小米官方线下直营零售店袁 向1500
余万天津市民袁 提供出色的小米产品服务以及优质
的购物体验遥 天津小米之家在开业当天为天津用户
准备了全国仅有的福利袁 出示本报道截图进店即可
获赠神秘礼物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遥 此外小米5s尧小
米5s Plus尧小米电视3s等刚刚发布的热门新品都将在
天津的小米之家进行首销袁并享受超级福利遥

“卓尔购”助动批大红门商
户打通线上线下购物通道

北京动批尧大红门等数千商户外迁天津后袁不仅
实现了产业升级袁还首次实现全面触网遥 9月28日袁天
津卓尔电商城数千已开业的市场商户首次统一使用
野卓尔购冶电商平台袁同步线下商品遥而消费者不仅可
以线上下单尧线下试穿袁还可以把自己选中的商品袁
通过野卓急送冶袁打包快递到家袁正式宣告天津卓尔电
商城已经步入野互联网+批发市场冶的新阶段遥

据介绍袁 依托集团旗下批发市场在线交易平台
野卓尔购冶袁 天津卓尔电商城将复制汉口北承接百年
汉正街的成功经验袁 力争打造华北最大的消费品集
散平台遥 在58同城尧赶集网尧安居客等平台上袁天津卓
尔电商城周边置业信息火爆遥

时报讯渊记者 李雯冤结束了在澳大利
亚的拉练和比赛任务后袁 天津男篮全队于
昨天凌晨三点飞抵天津遥上午袁球队在外教
特罗曼的带领下进行了调整性训练遥 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袁 教练组成员徐贵军表示院
野澳大利亚和中国只有两个小时的时差袁我
们还是按照常规继续训练遥 耶十一爷过后季
前赛就要开始了袁俩外援又刚确定袁球队还
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袁时间很紧迫袁接下
来的一个月备战相当关键遥 冶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澳大利亚比赛期
间袁已经签约的大外援泰勒第一时间火速
飞赴澳大利亚与球队会和遥在天津队与浙
江队的野CBA德比冶战中袁泰勒首次身披津
门狮战袍袁全场砍下30分遥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袁教练组成员徐贵军表示院野泰勒刚到

球队就比赛了袁时间比较仓促袁也没有太
多的时间了解教练和队友袁能有这样的表
现还是值得肯定的遥 接下来袁他需要更多
的时间熟悉球队的特点和打法遥 冶在完成
澳洲的比赛任务后袁泰勒并没有跟随天津
男篮大部队回到中国袁根据安排袁他预计
将在本周末飞抵天津遥

除了泰勒袁 试训外援凯利与天津男
篮在澳大利亚也有过交集遥 对于至今还
未确定的第三外援袁俱乐部总经理张润
起表示袁小外援依旧锁定在一尧二号位
的美国外援身上袁野小外援目前我们人
选也比较多袁但还没有最后决定袁不过袁
大外援和亚洲外援桑尼的签约也预示
着队伍在人员构建上的决心袁相信小外
援很快也会有个结果遥 冶

时报讯渊记者李雯冤2016年全国青
少年网球赛日前结束了12岁尧14岁组的
争夺袁来自天津网球队的年轻小将们一
共斩获了1金4银遥 其中袁在12岁组比赛
中袁天津小花薛笑颜问鼎女单冠军遥

林超贤新作《湄公河行动》

主旋律商业片的成功之道
从明天起袁林超贤的新作叶湄

公河行动曳就将正式上映袁随着最
近几天的连场试映袁出乎预料地收
获了一边倒的好评袁这部根据野10窑
5湄公河大案冶改编的影片袁在传递
正能量价值观感染观众的同时袁又
最大限度融入了商业片元素院商场
追车尧公安局被袭尧街头抢占尧丛林
河流追击噎噎让人第一次从国产电
影身上感受到了好莱坞主旋律商业
大片的魅力遥 近日袁林超贤接受记者
采访袁讲述了这部影片筹备尧拍摄过
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遥

导演林超贤

津男篮新外援泰勒完成首秀 “津门十俊”书画展开展

■文化简讯

天津小将闪亮青网赛

■体育快讯

时报讯渊记者 王晶冤日前孟非首次
试水儿童脱口秀袁 但业务水平却遭遇从
业以来最大质疑遥昨天袁记者联系到孟非
本人袁 他透露新节目叫做 叶了不起的孩
子曳袁是儿童才艺展示类脱口秀袁而之所
以加盟是因为制作方也是叶非诚勿扰曳和
叶最强大脑曳的幕后团队遥

虽然面对成年人袁 孟非总能侃侃而
谈尧见招拆招袁不过此次野对付冶小童袁孟
非却完全熄火袁 因为孩子们天马行空的
聊天方式袁 和不按常理出牌的新奇语言
时常让野孟爷爷冶感到难以接招遥 孟非还
透露袁最棘手的还不是野熊孩子冶们去摸
自己的光头袁 而是突然大哭或突然不理
人袁虽然已经野很后悔冶做这个节目袁但孟
非也坦言袁 节目组找来了很多能文能武
的厉害小孩袁很多技艺确实了不起遥

对付小娃孟非“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