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莉报
道：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随
着5G时代的到来，信息服务又将
迎来新一波的增长高峰。 服贸会
期间举办的5G新兴服务贸易发
展论坛上，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介绍，截
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5G基站超
过48万个，5G网络的终端连接数
已经超过1亿个，5G应用不断丰
富，覆盖工业 、医疗 、媒体 、交通
等多个领域。

论坛上，多名专家学者就5G
应用服务的发展展开讨论。 中国
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
理事长邬贺铨认为，5G能把云计
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

区块链和工业互联网等连接在
一起 ，集成 、融合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 ，盘活了数据 ，发挥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的作用。 “5G的主要
作用是构建一个数据流通的平
台，终端通过5G上云可以获得云
端的存储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
能力，从而推动物联网向智联网
的发展。 ”邬贺铨说。

“5G是 千 行 百 业 的 5G，将
会加快行业智能化转型 ， 驱动
新一轮的增长。 ”中国移动集团
副总经理赵大春表示 ，5G将成
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 ，2035
年5G有望促进全球各行业产出
增长超过 13.2万亿美元 ， 为千
行百业带来新机遇 ， 驱动各行
业产出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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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昆 山
的世硕电子（昆
山）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给新员
工发证件时，随

手将员工证件丢在地上， 新员
工只能弯腰去捡。 9月5日，现场
视频在网上传播后， 引发网友
愤怒， 认为该公司涉嫌歧视员
工。 该公司先是矢口否认，随后
又公开承认， 并回应称单位管
理人员失职， 主管率团队向员
工致歉。 目前乱扔证件的两名
员工已经离职。 有媒体称，已有
大批员工从该公司离职。

涉事公司先否认后致歉

网友爆料的视频显示，三
位自称为公司培训干部的男子
在工作台前负责分发员工证。
靠当中一男子手持话筒念着员
工名字， 然后将一张一张证件
丢在地上， 每一个需要领证件
的员工都要走在他们面前低头
弯腰，像鞠躬一样捡起证件。

该视频上传到抖音平台后
引发网友热议，“尊重自己，尊重
他人”“没有尊严的工作，宁可不
做”“公司与员工应该平等”……

据悉， 上述公司为世硕电
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山世硕公司 ”），母公司是和
硕集团， 后者是列于富士康之
后的苹果第二大代工厂， 和硕
集团2008年从母公司华硕分离
出来，专注于代工业务，既生产
华硕品牌笔记本， 也生产苹果
iPhone� 等产品。

据媒体抖音平台报道称，
昆山世硕公司对视频内容回应

表示，视频内容不实。 随后，该
公司又回应，事件正在调查中，
调查结果将对外公布。 5日下
午，公司发布声明称，单位管理
失职，主管团队向员工致歉。 当
事员工不当作为，依厂规处理。

公司否认出现“离职潮”

据湖北日报、 湖北新闻等
媒体在抖音平台的报道， 员工
证扔地事件后， 昆山世硕公司
出现员工集体性离职，3000名
员工已有2900名离开。 媒体公
布的视频显示， 昆山世硕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都是办理
离职手续的员工。

对此，有两位昆山世硕公司
负责招工的人员表示，厂内招聘
情况正常， 大量员工离职属谣
言，其中一位自称在该公司工作
了4年的人员表示，这里“每天都
有人走，每天都有人进”。

还有媒体联系了昆山世硕
总机，对方称“只是网上传言而
已”， 但再问及工厂具体情况

时，对方表示“我不清楚”。
该公司员工小吴（化名）告

诉记者，他今年21岁，2018年进
入该公司， 目前已经向公司领
班提出辞职并得到同意，9月6
日上完最后一天班后就要离
开。 小吴来自广州，他之所以离
职一方面是因为5日的视频让
他对公司企业文化比较失望 ，
另一方面也有个人原因。 小吴
说 ， 他的月工资最高能拿到
4700元， 平均每个月4300元左
右 ， 扣除水电等费用后到手
3900元左右。

员工“返费”涨3800元

9月7日， 抖音@湖北新闻
称，昆山世硕公司最新招聘现场
依然火爆，但没有乱扔证件了。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电子
代工厂的招聘一般都是由劳务
公司代招。 而为了能够“抢”到
人，都会有一定的“返费”发放。

以 51job上昆山世硕 9月 6
日更新的招聘信息来看， 每月

发放正常的基本工资、 生产奖
金、 年资津贴， 共计4500元—
6000元。 此外，员工打卡满55天
且在职90天， 就会发放9000元
的“返费”补贴。 如果中途离职，
“返费”则不能拿到。

9月7日， 记者以求职者的
身份致电一家负责给世硕招聘
的劳务公司， 其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昆山世硕仍在招人，且
目前的“返费”已经达到12800
元，在职90天后方能领到。

“下半年是全年生产旺季，
订单多，员工福利高。 ”上述负
责人称。

抛出“返费”是为了吸引人
力，但实际上，“返费”这笔对于
企业而言额外的支出，员工却又
很难真正拿到。 据时代财经报
道，一位昆山世硕公司老员工表
示：一般人吃不消，干几天就提
包跑路了，派遣工三个月还不见
得能转正。“（想）拿到‘返费’，最
起码得坚持100多天。 ”

（综合钱江晚报 、 楚天都市
报、红星新闻、上观新闻等）

发发放放员员工工证证件件竟竟随随手手扔扔地地上上
事发昆山一电子公司，扔证件员工已离职，该公司在持续招工

全国5G基站超 万个
联网终端数超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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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
栋，通讯员江逸轩、谭耀广
报道： 记者7日从五邑大学
方面获悉，五邑大学参与研
发的 4800万像素硅基液晶
数字光场芯片在服贸会首
发，被评为“科技创新服务
示范案例”。 这是我国首颗
工业数字光场芯片 ， 其以
4800万个光场像素创造了
硅基液晶芯片分辨率新的
世界纪录，也标志着我国数
字光场芯片技术进入了全
新的发展阶段。

据悉， 此次展示的硅基
液晶芯片将同类芯片分辨率
世界纪录由983万像素提高
到4800万像素， 因此可获得
更高的成像精度和更大的曝
光面积， 具有巨大的技术价
值和商业价值。同时，也代表

我国数字光场芯片技术逐渐
从技术追随者变为技术引领
者。

张昕介绍，目前，我国的
工业数字光场芯片100%依
赖进口，而此次参展的4800
万像素硅基液晶数字光场芯
片是我国首颗工业数字光场
芯片，可以广泛应用于3D打
印、PCB数字曝光、数字光刻
等工业曝光领域， 有效填补
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该
芯片已实现了自主设计、自
主流片、 自主封装， 具有了
100%的自主知识产权。“未
来， 五邑大学将与合作伙伴
致力于研发更多先进的数字
光场芯片技术， 努力为我国
数字光场芯片的自主可控作
贡献。 ” 五邑大学智能制造
学部部长张昕说。

国国产产 万万像像素素
全全球球最最高高分分辨辨率率

我国首颗工业数字
光场芯片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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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将将证证件件扔扔在在地地上上（（视视频频截截图图））

？密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王莉

码“ ”
作为生鲜快消领域知

名数字零售平台 ， 多 点
Dmall合伙人任中伟7日在
电商战“疫”论坛上表示 ：

“数字经济还在起步阶段，
但已经在这次抗击疫情 、
提升市民生活效率等方面
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了深
入到零售全链条的操作系
统和供应链一体化运营能
力，才有利于保证蔬菜、水
果和肉类的供应。 ”

京东物流自动驾驶首
席科学家孔旗表示， 防疫
期间，末端配送尤为重要，

“车、路、云的有效结合，让
无人配送车走到了前台。
比如在2月份武汉‘封城’
期间，无人配送

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据介绍，中国电子商务

大会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十
届。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在致辞中表示， 电子商务
已经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动
力” 逐步成长为“关键动
力”。 今年以来，电子商务
在助力抗击疫情、 拉动消
费回补、 畅通外贸产业链
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非常突出的贡
献。

会上，在商务部的组织
下，阿里巴巴、京东、拼多
多、寺库、途牛等13家电商
企业代表， 还共同发起直
播电商行业自律倡议，号
召推动直播电商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为
引领新消费、释放
新 增 量 贡 献
力量。

作为服贸会期间
举办的重要论坛之
一， 中国电子商务大
会5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开幕，并在6日
-7日，举办电商扶贫、
跨境电商、 电商战

“疫”、数字商务、电商
新业态等五场专业论
坛。论坛透露，在疫情
背景下， 电子商务新
业态和新模式加速发
展，主动作为，实现逆
势增长。

当前形势下，外贸企业
遭遇极大挑战，如何通过电
商模式为企业纾解困难？ 阿
里1688行业总经理张翔在
电商战“疫” 论坛上表示：

“企业需要推动外贸转型到
内销 ， 但还有很多事情要
做。 比如很多企业原有的外
贸客户已经流失，但是开展
内销的时候，需要重新拓展
渠道，这个成本非常高。 ”因
此，他认为，推动这些企业
利用好批发平台，可以拓展
内销渠道，有助于产能重新
被利用起来。

此外，跨境电商也成为企
业开拓新市场的有效手段。 中
国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张斌
在跨境电商论坛上说，在当前
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跨境
电商拓展了外贸发展的空间，

为中小企业等更多群体带来
了新发展机遇。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7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17.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1.7%，降幅较上半年收
窄1.5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下
降0.9%，进口下降2.6%。

张斌称，中国外贸数据
之所以好于预期，除官方出
台力度和频率均超常规的
稳外贸政策之外，跨境电商
也是一大增长点。 据官方统
计，今年上半年中国海关跨
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
长 26.2% ， 其中出口增长
28.7%，进口增长24.4%，远
高于同期中国进出口整体
增速。

跨境电商拓展外贸发展空间 13 家电商发起直播自律倡议

电商逆势增长有何
五场论坛聚焦跨境电商、电商扶贫、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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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王
莉、戚耀琪报道：想亲身体
验《黑客帝国》中男主角仰
身躲子弹的慢动作拍摄场
景吗？ 这个被称为“子弹时
间”的经典瞬间，在今年服
贸会的5G通信服务专题展
区内，参观者将有机会现场
进行拍摄体验。

作为本届服贸会八个
行业专题展之一，5G通信服
务专题展以“5G智惠新服
务、5G引领新贸易”为主题，
为观众全面展现出“万物智
联”的5G应用服务场景。 从
现场情况来看，5G展区的六
个特色板块观展热情很高，
尤其是体验性项目，异地
同台演唱会项目、《黑客

帝国》 中的“子弹时
间”拍摄体验、虚拟

驾驶体验舱、

5G+AI指挥家 、VR试衣等
几个明星展品备受关注。

“子弹时间” 就是中国
联通展区的一项特效摄影
体验项目。 观众只需在拍摄
区摆好姿势或原地跳起来，
围绕在拍摄区的18台相机
会同时触发快门进行180°
环绕拍摄，后台系统随即将
获取的平面照片进行合成，
生成具有3D特效的动态视
频，互动者通过手机扫码就
能将视频保存下来，还能分
享到朋友圈。 据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这项技术的原理并
不复杂，但在运算处理期间
对网络的传输速度要求很
高，如果用4G网络需要好几
分钟，但通过5G技术20秒左
右就能把18台相机拍摄的
照片合成视频。

拍完电影再去开一场音

乐会吧！ 中兴通讯展区的
“5G+AI指挥家”应用场景，
只见一位观众正站在由40
个电子屏组成的“乐队”前
面， 随着她挥舞双臂 ，“乐
队” 成员们便跟着晃动起
来，宛若交响乐团的演出现
场。 现场工作人员揭示了其
工作原理：AI机器人识别人
体动作后，实时处理转化为
控制信号，再通过5G传输给
机械臂实现“音乐演奏”。 据
悉，该场景借由娱乐形式展
示的是5G在制造生产中的
应用。

娱乐互动之外， 展区里
还有其他展览展示项目，涵
盖智慧城市、 金融消费、交
通物流、生产制造等众多5G
应用服务场景。 产业生态链
企业的全力参与使整个展
区亮点纷呈。

展区能拍“子弹时间”
还能“开”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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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9月 7日，是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0岁的
阳历生日， 这位笑称自己今天
正式从“80后”成为“90后”的老
人，在7日举办的生日会上许下
了一个生日愿望。

朴素的蓝灰色格子衬衣、不
久前刚刚理好的短发， 让袁隆
平看起来精神矍铄。 早上9时，
吃过早饭的他在家中的会客厅
落座。 好几批客人登门祝寿。

“我们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
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袁隆

平神采奕奕地向大家说起他最
爱的事业，除中国之外，目前全
球种植的杂交水稻总面积超过
700万公顷，包括美国、日本等
先进国家都来中国“取经”，这
让他感到“非常骄傲”。

2019年10月22日， 袁隆平
领衔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取得单
季每亩2092.6斤的成绩。 7日，
他在生日会现场向大家表示，
自己和团队正在向双季亩产
3000斤的目标努力。 他说，分别
位于常德、 湘潭和衡阳的三片

试验田形势非常好，自己手中有
两张“王牌”———“超优千号”和

“三优1号”。“有了先进的技术
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做保障，这个
目标肯定会实现。 ”

上午11时， 大家为袁隆平
推来一份插着“90”字样的两层
生日蛋糕，一边鼓掌，一边唱起
了生日歌。 袁隆平从沙发上站
起来健步走到蛋糕前说：“（第
三代杂交水稻两季） 亩产3000
斤，要早日实现！ ”随后，他俯下
身，一口气吹灭了蜡烛……

据新华社电 6日， 北京新
发地主市场铁路以北区域开放
营业， 标志着新发地批发市场
全面复市。 预计在中秋节、国庆
节双节来临之前， 将恢复历史
供应水平。

此次开放营业的区域为新发
地市场主市场内的原蔬菜经营
区，整个蔬菜市场约640亩，共安
排玉米、豆角类、花生、大白菜等
40余个蔬菜品类。全面复市后，新
发地市场按照经营品类重新划分
区域，形成以蔬菜水果为主，其他
农产品为辅的供应格局。

据介绍, 自8月15日新发地

市场铁路以南区域正式复市以
来， 市场的交易量逐步攀升。 复
市当日有1000多辆货车，1.3万吨
蔬菜水果进场，售卖商品涉及蔬
菜18个品类，水果16个品类。 9月
5日，市场交易量上升至2.3万吨。

全面复市后， 新发地市场
将实施严格准入制度， 进入市
场的货物车辆都需要提前报
备，入场时，工作人员会根据报
备信息进行核实， 重点检查产
地证明和检测报告， 也会对即
将入场的农产品进行抽样检
测，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直
接取消其进场交易的资格。

面孔更新 新发地市场全面复市 从“80 后”变“90 后” 袁隆平许下生日愿望
“（第三代杂交水稻两季）亩产 3000 斤，要早日实现！ ”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 日从
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获悉，中
国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大审
判者、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
彬先生于 7 日凌晨在上海去
世，享年 98 岁。

高文彬出生于 1922 年 12
月，1945 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
院， 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 翻译
家、历史学者。他曾说：“我这一生
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 其中之一
就是二战后参加东京审判。 ”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
1941 年 9 月，高文彬进入

东吴大学法学院进行系统的英
美法和中国法学习，于 1945 年
获法学学士学位。

1945年11月， 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正式组建，向
哲濬任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适
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
也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中方
需要继续增派相关专业人员。

高文彬的老师、 上海著名律
师刘世芳把满怀热情且英文极
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 经过
测试，高文彬等五位翻译被录用。
就这样， 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
判的 17 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
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
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
后，高文彬因表现出色，被向哲
濬留下任秘书，继续参加中国检
察组的工作，直至 1948 年 8 月
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全部结束。

揪出日本“百人斩”元凶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

法程序， 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
推定， 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
证据， 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
量刑。 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
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
了大量证据， 对证据收集的重
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

高文彬在翻看档案材料
时， 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
料。他在 1937 年 12 月《东京日
日新闻》（今 《每日新闻 》）中发
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

报道。 文中写到，向井敏明和野
田毅两个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
京途中， 约定以先杀满 100 个
中国人者为胜 ， 因一人斩了
105 个，一人斩了 106 人，决定
重新开始 150 人竞争， 报道配
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
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想
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
戮时，我的心都碎了。 ”高文彬
说，“作为中国人， 唯一的想法
就是按法律将他们处决。 ”

根据这一发现， 中国检察
团队很快搜集到了《东京日日
新闻》《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
日新闻》 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
题报道。 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
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
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
更对其持续关注， 时间地点明
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
同时还配发了照片， 成为侵华
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三
份，一份留在中国检察组办公室，
另两份转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
事法庭。时任庭长的石美瑜收到
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
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
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
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 尽管他
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
在确凿的证据前， 终于受到了
正义的审判。 1948 年， 二人在
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如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悬挂有高文
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为揭露日
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重要证据。

中国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高文彬先生走了

去 年
9月18日，
高文彬在
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
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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