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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电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10日在江西南昌发布2017年中
国企业 500 强榜单显示，500 强企业去年营
收总额达到 64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7.64％。
这是中国 500 强企业营收总额首次突破 60
万亿元，也扭转了连续两年的下滑态势。上
年500强企业营收总额同比下降0.07％。

从榜单数据看，我国制造业有所复苏。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中的 245 家制造业企
业共实现净利润 5493.1 亿元，占 500 强企业
净利润总额的 19.42％，较上年提高近 2.34
个百分点，为近6年来首次显著反弹。

受行业周期、去产能政策等影响，煤炭
钢铁等重点行业减亏明显。今年 21 家上榜
的煤炭企业共实现 19.31 亿元的净利润，上
年 26 家上榜的煤炭企业净利润总额为－
145.95亿元。

另一方面，金融行业利润有所下降。
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中农工建交五大国
有银行的净利润合计占比为 32.74％，这一
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中国500强企业营收总额

首次突破60万亿元
新华社杭州电 为了降低企业生产经营

成本，杭州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决定实行市级
行政事业性涉企零收费制度，并取消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

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企
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在杭
州市域范围内实行省级及以下设立的行政事
业性涉企零收费制度；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住宿费（城市学校）、戒毒人员戒毒费、
职工伤残医务劳动鉴定费、医疗保险IC 卡遗
失补发工本费、借书证遗失补证工本费、省计
算应用能力考试费、外语水平等级考试费等
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同时，杭州市要求各部门要认真清理培
训收费项目，对确属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
的相关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对各
类非强制性、自愿委托性质的培训服务项目，
不再按行政事业性培训管理。

杭州实行市级行政事业性

涉企零收费制度

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从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获悉，“中国·武汉智能网联汽车示范
区”规划建设总体方案近日出炉，提出5年内
建设国际一流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交通
综合创新试验示范区，打造不小于10平方公
里的智能网联汽车小镇。

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 25 项国家
授权先行先试的举措之一，2016 年 11 月 3
日，国家工信部与湖北省签订框架协议，建
设“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
通应用示范”，项目落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南区）智慧生态城。

根据方案，“无人驾驶”智慧小镇是示范
区的最大特色。据介绍，未来在智慧小镇，
智能传感器将无处不在，将汽车与城市连接
起来。智能网联车可实时采集区域道路状
况、交通状态等，甚至包括温度、湿度、空气
污染物指数；智能站台可对当前客流量进行
估算，智能巴士根据当前客流量的分布，合
理规划行驶速度、尽量停靠人流量密集的站
点、增加对应站点停靠时间。

武汉将建

“无人驾驶”智慧小镇

土耳其外交部 9 日发布一份旅行警告，
告诫本国公民赴德国时“要小心”，因为这个
国家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反土耳其情绪“高
涨”。

声明说，“德国政治领导人将其竞选活动
建立在反土耳其和阻挡我们加入欧盟的基础
上”，德国正越来越“受到右翼民粹分子和种
族主义言论的影响”。

土耳其外交部告诫本国公民在德国避免
讨论政治，指控德国司法部门对仇外情绪和
种族主义“无动于衷”。声明还称有土耳其公
民在德国机场受到刁难。

土耳其与德国的关系近来每况愈下。此
前，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也警告过
本国公民慎赴土耳其，声称在土耳其无法得
到司法保障。

土耳其与德国的关系自去年 7 月土耳其
发生未遂政变后开始转冷。埃尔多安以办案
为名展开大规模清洗行动，招致德国和欧盟
批评。今年4月，土耳其公投通过修宪草案，
使得手握大权的埃尔多安有望执政到 2029
年。公投前，土耳其向德国派出的“拉票”官
员遭到百般阻挠，令埃尔多安大为光火，他甚
至将对方称作“纳粹”。两国关系降至低点。

新华社微特稿

土耳其

对德国发布旅行警告

身有异味而不自知，外出难免遭到别人
的白眼。在格外注重个人形象的日本，北九
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与 Next Technology

日本

推出“闻臭味”机器狗

先前研究显示，人有快乐、悲伤、愤怒、
惊讶、恐惧和厌恶 6 种基本情绪。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发现，人的
情绪不止这些，其实有 27 种，还包括浪漫、
困惑、怀旧等等。

研究人员收集了 2185 段视频，时长都
为 5 至 10 秒，内容包括出生、婴儿、结婚、死
亡、蜘蛛、自然灾害、大千世界等等。研究人
员让 800 多名志愿者观看 30 段视频，然后
让他们报告自己的情绪，结果得到 27 种情
绪，分别是钦佩、崇拜、欣赏、娱乐、焦虑、敬
畏、尴尬、厌倦、冷静、困惑、渴望、厌恶、同理
心痛苦、着迷、嫉妒、兴奋、恐惧、痛恨、有趣、
快乐、怀旧、浪漫、悲伤、满意、性欲、同情和
满足。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发表的论文中写道，27种情绪才足以形容数
百名志愿者对视频的感受，而非6种。

研究人员还发现，每种情绪并非“一座
孤岛”，通常与其他情绪共存，比如痛恨和悲
伤、怀旧和浪漫等。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科学家

发现人有27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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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市信息

体彩
周一 008 英超
西汉姆 VS 哈德斯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一 010 葡超
阿维斯 VS 比兰尼塞斯
胜平负推荐：平

周一 009 西甲
马拉加 VS 拉帕马斯
胜平负推荐：胜

9 月 9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7105 期全国开出 2 注头奖，每
注奖金为1000万元，分落广东和
海南。开奖结束后，奖池升至
42.24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
号码 04、15、22、24、32，后区开
出号码 02、09。前区奖号的分
布较为匀称，各个号段上均有号
码开出。最小号码开出 0 号段

上的 04，该号为隔期开出号码；
1 号段上开出了 15；2 号段上开
出 22、24；22 复 制 上 期（第
17104 期）奖号；24 为隔期开出
号码，该号于最近 7 期之内开出
4次，大热；最大号码开出32。

后区开出号码 02、09，其中
09复制上期奖号，该号于最近6
期之内开出3次，大热。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26已有35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
冷。此外，前区的10、13已分别
有25期、20期没有现身，稍冷。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1000
万元头奖出自广州，中奖彩票为
一张3注6元投入的单式票。

海南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
出自一张 2 元投入的单式票。
也就是说，该幸运儿仅凭 1 注号
码即击中了头奖。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
追加投注，本期广东和海南的这
两位幸运儿每人“少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金，均无缘 1600 万
元单个封顶大奖。

本期二三等奖的奖金成色
较佳。二等奖开出 42 注，每注
奖金为 26.83 万元；其中 9 注采
用 追 加 投 注 ，每 注 多 得 奖 金
16.10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个总奖金为42.93万元。三等奖
开出 623 注，每注奖金 6673 元；
其中 197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4003 元。追加后，三
等奖单个总奖金为1.06万元。

奖池方面，42.24 亿元滚存
至 9 月 11 日（周一）开奖的第
17106 期，这一水位正处于历史
高位，仅次于第17100期开奖结
束后创下的42.28亿元。 陈敏

超级大乐透开2注1000万头奖，奖池滚存42.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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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作，推出能判断臭味并搭载除臭功能
的机器狗。它长约 20 厘米，外表为乳白色，
毛茸茸的，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小鼻
子”。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发布的一段视频
显示，通过安装在鼻子部位的气味传感器，

“小鼻子”能探测到臭味并以3种不同动作反
应臭度——一点点靠近示意臭味弱，摇尾巴
并吠叫示意中度，“晕倒断气”示意臭味强。
此外，研发人员还让“小鼻子”多了一项功
能，一旦闻到臭味，就会自动喷洒空气清新
剂除臭。

报道援引设计师泷本孝之（音译）的话
说，因为日本人到朋友家做客会习惯性换上
拖鞋再进入室内，因此脚臭就成为必须解决
的难题。

Next Technology 公司计划明年年初
开始在日本境内出售“小鼻子”，每个售价超
过10万日元（约合6007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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