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32017年8月13日
责任编辑 杲 杲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月在德
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晤。我们作为中美两
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
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该继
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
与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

关心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将对中国进行的
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好准
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晤后再次同
习近平主席通话。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
持沟通和协调、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
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

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待着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
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
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
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

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
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
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
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
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
通。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分享产能”渐成风尚
1.5万家服装工厂让淡季“不淡”

新华社杭州8月12日电 通过互联网平
台，工厂分享生产线空档期，以实现企业闲置
资源的高效利用，一种以“分享产能”“共享工
厂”的新型生产模式在全国各地兴起。

“以前，夏装款式早已完工，秋冬装的订
单还没开始，每年的七八月份，都是我们传统
服装加工厂最难熬的日子。”浙江桐乡百纯羊
绒制品工厂负责人王振波说。

王振波给记者做了一道计算题，他的工
厂满负荷一天能生产 2000件衣服，如果生产
线一天生产低于500件，就会亏损。然而以前
到了夏季便进入“空档期”，一个月算上支付
工人工钱要亏损 20多万元，而且全年生产线
空闲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将近半年时间。

然而，近日记者走进当地多家羊绒制品
工厂，忙碌的景象让人感受不到这是传统意
义上的淡季。生产线上，当季的服装和秋冬
新品都在紧锣密鼓赶工。“我们一条生产线可
以加工好多个品牌，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王
振波说。

2014 年，王振波的工厂成为当地第一家
接入互联网的工厂。加入1688的淘工厂平台
后，他的工厂为小型网店加工毛衣，订单很快
便应接不暇。王振波把淡季做到扭亏为盈，
随后当地不少工厂也接入互联网让淡季“不
淡”。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有点怀疑，与以前
做线下品牌制衣不同，淘宝、天猫等商家的订
单都是小单，版型都是设计图拍照过来，一批
只有 20 件至 30 件。”王振波说，不过后来发
现，这种订单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款式衣服
数天就能做几百件。

王振波说，开机率以前60％，通过做线上
的小订单以后，机器的开工率基本上都达到
90％以上。

尝到甜头的王振波，又在平台上和周边9
家企业抱团发展，成立了“虚拟联合工厂”，统
一接单，集中打样，再按照每家工厂的生产情
况分配单量。接到无法消化的订单，共享给
其他订单匮乏的工厂。

“我们实行‘谁的机器在空闲、谁有档期、
谁去做’模式，还可以避免延期交货的问题。”
桐乡市铭宸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强说，
他的工厂也是“虚拟联合工厂”的一员。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1688淘工厂平台提供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 1.5 万家服装
工厂开始转变生产方式，覆盖了全国 16个省
份。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分院院长金雪军
说，制造企业正在用 Made in Interne 的方
式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互联网和数据的赋
能，促进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进行升级。

在王振波、黄志强等企业家看来，定制
化、小单化是未来的趋势。

“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市场的变化，
做设计、个性化产品越来越多，
反映在工厂生产的小单也会越
来越多。对我们企业来
讲 ，一 定 要 适 应 这 种 模
式。”王振波说。

我国地震近期进入活跃期？
2017年8月8日至9日，我国西部发生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和新疆精河6.6级地
震。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震，有人担心：我
国是否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对此专家表
示，我国地震活动处于正常活动水平。

据了解，历史上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
震的情况是有的，如 1955年 4月 14日四川
康定发生7.5级地震，次日新疆乌恰便两次
发生 7.0级地震；1966年 3月 6日西藏札达
发生6.6级地震，8日河北隆尧发生6.8级地
震；2008年10月5日新疆乌恰发生6.8级地
震、10月6日西藏当雄发生6.6级地震。因
此，连续发生强震不是一个罕见事件。

我国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高的，年均
20次 5级地震、3至 4次 6级地震、0.67次 7
级地震。刘杰介绍，九寨沟7.0级地震前我
国大陆7级地震平静已达24个月，6级地震
平静已达8个月，2017年1月至7月也只发
生了4次5级地震，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低
的。

刘杰指出，这两次地震发生是对前一
段低地震活动水平的补充，目前我国仍处
于正常地震活动状态内。

刘杰还告诉记者，我国发生 7 级地震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平均 3 年 2 次 7 级地
震。根据 1900年以来地震活动资料，我国

地震活跃期是以 7.5 级大地震或 7 级强震
群作为活动标志来划分的，如 1920年宁夏
海原 8.5级大震、1988年云南澜沧 7.6级地
震、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此次九
寨沟 7.0 级地震，属于我国正常的地震活
动。

什么是水库地震？水库有可能引发
大地震吗？

四川省水利资源丰富，水库数量较
多。近期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水库和地震的
发生有一定关联。那么，到底什么是水库
地震？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陈厚群介绍，水库地震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水库蓄水后，两岸原来存在的溶洞、
矿洞，由于水体淹没的影响发生陷落，在库
区诱发地震，一般震级不会很大且能量有
限；另一类是，库区正好穿越发生地震的断
裂带，水库蓄水后水渗入地下，孔隙压力升
高，抗滑强度减弱，水库起到触发作用。这
些区域原本就有地震，水库蓄水起到一定
的触发作用。

资料显示，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初。水库蓄水诱发的地震多为中小
地震，对水库不会产生大的破坏。

陈厚群表示，到目前为止已建成的水
库当中，发生地震的水库极少，而发生 6级

以上水库地震的水库全球仅 4 个。应该
说，由水库引发大地震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此次九寨沟地震与三峡工程有关吗？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发生后，网上出
现了一些对地震形势的臆测，并将此次地
震与三峡大坝相联系。受访专家均指出，
三峡工程不可能引发九寨沟地震。

陈厚群介绍，九寨沟地震的震中为北
纬 33.20 度、东经 103.82 度，位于岷江、塔
藏、虎牙三个断裂带附近，该地区本来就是
地震多发区。这次地震是印支板块向北挤
压导致川西北地块挤出，由局部走滑剪切
引起的。

同时，陈厚群告诉记者，三峡工程坝址
及水库区属华南地震区的长江中下游地震
带，它和引发九寨沟地震的断裂不在同一
个构造单元上，两者之间完全没有构造上
的任何联系。

此外，从九寨沟到三峡工程的直线距
离约 700 公里，其间分布着不透水性的地
层，库水与九寨沟地震的构造带也不存在
水力联系。陈厚群表示，三峡工程在建库
以前就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其中一项就
是论证三峡大坝蓄水以后会否引起水库地
震。他表示，三峡大坝本身坝址所在就是
稳定地块，构造相当稳定。 （新华社）

财经 观察

我国地震活动处正常活动水平
专家称水库不会引发大地震

我国地震近期是否进入活跃期？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11日，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厚群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杰，专家们对我国大陆地震活动情况等社会关心的
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

上海旅游节期间
64家景区门票半价
新华社上海8月12日电 记者从上

海市旅游局获悉，2017年上海旅游节将
于 9月 9日至 10月 6日在上海举行，将
推出 60 多项各类旅游节庆活动；64 家
景区（点）将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据悉，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观光
E 票）、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技馆、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上
海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上海环球金
融中心观光厅（97F＋100F 联票）、上海
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锦江乐园、上海
海洋水族馆、上海欢乐谷等景区（点）都
将参与到门票半价优惠活动中，活动优
惠时间为9月9日至9月15日。

北京持续降雨
百余处景区关闭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12日，北
京继续降雨。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
解到，截至13时，仍有9处道路有积水，
正在紧急排水抢险中，全市 171处景区
关闭。

截至 12 日 12 时，北京市平均降雨
量 27.3 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 48.9 毫
米。首都机场延误 119 架次，取消 159
架次。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市民减少出
行，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注
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8月12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志愿者在给大象喂食。
当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举行世界大象日活动。据悉，本次

活动的主题是“关爱亚洲象、我们在行动”，包含大象游行、大象盛宴、打扫象舍等多项
内容。

世界大象日于2012年8月12日设立，呼吁人们抵制非法猎杀大象和象牙贸易，保
护大象栖息地，聚焦身处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新华社）

西双版纳世界大象日
“关爱亚洲象、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