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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上午， 环境保护部强
化督查山东省济南市督查组在对山
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常
检查执法时受阻，并被非法扣留。目
前当地公安及环保部门正对此事进
行立案调查处理。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
博@环保部晚上发布消息， 环境保
护部强化督查第十五督查组在对济
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山东绿杰环保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 该企
业车间内燃煤手烧炉未列入当地燃

煤小锅炉淘汰名单， 电焊生产工段
无粉尘及废气收集处置装置， 车间
内噪声比较大，地面粉尘较重。

该企业负责人王某赶到现场，
督查组及当地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向
其出示了执法证件， 王某称证件有
问题，拒绝检查，不提供相关环保资
料，同时立即将大门紧锁，不允许检
查人员离开， 扣留执法人员超一小
时。期间，督查人员多次进行沟通，
表明身份，但依然受阻。直到公安机
关到场后，才得以离开。■据新华网

在如今这个时代，男神的标准可
谓是众说纷纭，颜值爆表如吴亦凡是
男神， 搞笑逗比如薛之谦是男神，情
商高、演技好如黄渤也是男神。 但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男神更普世的评判
标准，是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呵
护。 而 “全能男神” 408所特有的
安全感、空间感以及科技感，则是帮
你悉心关爱家人，踏上男神之路的第
一步。
【多重防护，让安全无懈可击】

“3D� Safely 三维安全” 是 408
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能够有效
规避来自不同方位的危险： 对于行
驶前后安全,408 全 LED大灯既能照
亮前路，也让自身的位置更加显眼，
降低后来车辆追尾的可能性； 胎压
监测系统与蜂鸣器配合， 帮助驾驶
者时刻洞悉轮胎气压， 解决车辆下
方顾虑； 而对于车辆行驶盲区，408
则自带 2 组 4个超声波探头， 让驾
驶者仿佛置身上帝视角，车身 3m范
围内“一览无余” 。 再加上东风标致

408 全系标配的 ESP9.0能够大幅
提升车身的稳定性， 为驾乘者提供
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超大空间，让出行舒适惬意】

作为一款中级车，408轴距达到

2730mm，在同等价位以及车型中，都
是不遑多让的。 对于驾驶员来说，超
长轴距意味着腿部、膝部空间相当充
裕；而对于后排的家人来说，巨大可
乘空间，则让人身材无论粗壮还是修
长，都可以在出行路上伸展自如。

乘坐空间大并不意味着要牺牲
其他空间，408 拥有的 455L大容积
后备箱，可从容装入各类行李，旅行、
载货毫无顾虑可言，再加上可放倒的
后排座椅， 让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驾乘体验从此舒适安逸、堪称完美。

作为普世的男神判断标准，在
408安全、大空间以及智能科技的辅
助下，对家人的悉心关爱将更加易于
做到，成为男神从此迈出第一步。 即
日起，购买东风标致 408除了可以续
享贷款最高 24期 0利率和购置税全
免外， 还可获得最高 2000元的置换
补贴，快来开启你的男神之路吧！

成为男神第一步
东风标致 408帮你悉心关爱家人

近日，易观发布《中国移动金融
市场专题分析 2017》报告，金融类
用户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渗透率处于
提升阶段， 其中移动支付规模再创
新高，达 192.8 万亿；银行服务类应
用活跃规模持续增长， 建行排名第
一，工行、招行紧随其后；第三方移
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应用， 京东金融
用户活跃度力居首位， 用户独占率
方面京东金融同样领先， 天天基金
网位列第二。

移动金融绝对活跃渗透率处低位
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报告显示，移动金融在移动互联
网各领域之中，绝对活跃渗透率相对
处于低位。

截至 2016年末， 国内手机网民
达到 6.9亿，增速 12.18%，手机端的用
户群体绝对规模继续走高；但从最新
各移动互联网领域活跃看，渗透率最
高为社交、其次为应用商店，支付在
移动金融中是用户活跃第一大类别，
但绝对活跃渗透率也仅为 38.4%，相
对处于低位。

但是， 中国的社会及市场环境，

为移动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报告
显示， 中国家庭 2016年可投资资产
总规模达 147.5万亿元， 理财需求水
涨船高， 特别是在农村金融领域。
2016年农村网民超过 2亿，农民对金
融权利更好的接受与享受，需要多层
次金融服务参与主体在服务内容、触
及方式上做出改变，服务辐射能力下
沉对企业规模化发展有重要意义，需
要注意的是导入时期问题。

中国移动金融用户画像
夜晚最活跃

报告指出：2016年移动金融女性
活跃用户占比达到 46.72%， 男性用
户比例为 53.28%， 女性对于新兴金
融服务接受程度较 2015 年有所上
升。 按照年龄层次区分，每个年龄层
占比差别不大，24 岁以下的人数最
多， 占比达到 23.72%，31到 35 岁的
用户紧随其后， 占据了 22.94%的比
例，年轻化特征明显。

移动金融活跃用户在每日中午
12 点及下午 20点达到相对峰值，活
跃用户占比分别为 5.44%、6.50%，表
现出稳定的使用特征，对于金融金融

服务商营销服务有指导意义。

京东金融领跑移动理财 APP
活跃用户数居首位

与传统金融竞争领域内不同，移
动金融业内平台及用户量快速增长，
市场梯队化逐渐形成。由易观统计的
2月理财 APP活跃排名中，京东金融
位列第一，投资理财领域独占率（只
属于该 app的用户占该领域比例）
达 2.64%，两项指标双双领跑第三方
移动金融市场。

易观报告指出，作为国内提出“金
融科技”概念的京东金融，在其APP的
产品和体验中全面贯彻“科技”理念。
“去货架化”的内容个性推荐带来“千
人千面”的用户体验；基于强大的用户
洞察能力，做到了差异化定价，不同信
用的人以不同的利率获得不同贷款，为
用户提供智能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同时，京东金融还不断丰富其服
务内容和场景，打造了财富、信贷、生
活及互动平台极大核心服务，同时为
用户提供“生活 +金融” 多元化的场
景服务，帮用户打造“会赚钱，懂生
活”的生活方式。

移动金融APP迎来爆发期
京东金融领衔第一梯队

全国铁路16日实行新的列车
运行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
25.5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
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3615对。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调图后，客流饱满区段出行压力进
一步缓解。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
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运
力资源配置，扩大沪昆高铁、杭深
线、南广、贵广、宁蓉、京广等客流

饱满线路的运力，增开动车组列车
25.5对，并安排37对现有动车组列
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增开白天
高铁动卧列车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挖掘高铁运输
能力，对动卧列车开行方案进行了
优化， 增开部分白天动卧列车，努
力改善中长途旅客的旅行体验。

■据新华社

韩国军方16日说，朝鲜当
天上午试射一枚导弹， 但以失
败告终。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
司令部也证实， 朝鲜最新一次
试射导弹失败。

据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
消息，朝鲜16日在咸镜南道新
浦一带试射一枚导弹， 但试射
失败， 韩军方正在进一步分析
导弹型号等信息。青瓦台国家
安保室长金宽镇将于当天上午
紧急召集安保会议， 商讨目前
安全局势。

与此同时， 美军太平洋司
令部发言人戴夫·贝纳姆向媒
体证实， 司令部在夏威夷时间

15日上午11时21分（北京时间
16日5时21分） 探测到朝鲜在
进行导弹试射。贝纳姆说，导弹
在发射后就立刻发生了爆炸。
美军正在评估此次试射的是何
种导弹。截至目前，朝方对此尚
无表态。

另据韩联社援引韩国官员
的话报道， 朝方此次试射导弹
的型号可能与本月初试射活动
涉及导弹相同。本月5日，韩国
军方称朝鲜当天在新浦一带
有试射活动。 韩国军方其后推
断为“北极星-2”型导弹，但美
国军方人士分析其可能是“飞
毛腿-ER”导弹。

网络安全专家说，自称“影子中
间人” 的黑客团体14日曝光的一批
档案文件显示， 美国国安局曾入侵
环 球 银 行 间 金 融 通 信 协 会
（SWIFT）银行网络，监控中东和拉
美国家银行间的资金往来。

曝光资料还公开了美国国安局
旗下的黑客组织使用的部分网络武

器， 其中包括可远程攻破多个微软
“视窗”系统版本的漏洞利用工具。

SWIFT作为全球通行的银行
间转账支付平台， 为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1万家银行等机构服务。

SWIFT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否
认遭“黑”。

■据新华社

国务委员杨洁篪16日应约
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

杨洁篪表示，不久前，习
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
湖庄园举行成功会晤， 为中
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性基
调， 指明了方向， 作出了规
划。几天前，两国元首还进行
了很好的通话。下阶段，双方
应共同努力， 按照两国元首
会晤和通电话的精神和共
识，加强高层交往和对话，扩
大互利合作领域。

蒂勒森表示， 美方期待
同中方加强沟通， 筹备好下
阶段高层交往对话， 共同推
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
势交换了看法。 ■均据新华社

朝鲜又试射导弹？ 韩美：失败告终
美军证实导弹发射后就立刻爆炸

环保部督查组在山东一企业执法时受阻
被锁门扣留一小时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增开白天高铁动卧列车

美国安局被曝“黑”国际银行系统

朝鲜15日在平壤举行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的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朝鲜首次展示了3枚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
弹）。阅兵式上展示的“闪电”防空导弹和“北极星-2”型潜射中程弹
道导弹分别可以打击100公里和1000公里外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
防空和远程战略打击的最先进武器。

杨洁篪同蒂勒森通电话
就半岛局势交换看法

朝阅兵式首次展示3枚潜射弹道导弹

关注

4月16日，在韩国首尔，一名男子在火车站观看朝鲜试射导弹的新闻。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