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重违纪违法

钱引安被“双开”

系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29 日， 北京世园会正式开园，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共赏一个

百园之园” 。 这场约 110 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共聚一堂的全球盛会有哪

些亮点？ 公众将感受一场怎样的

“绿色盛宴” ？

植物是北京世园会上的主角，

也是此次盛会的最大看点。 北京世

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剑平介绍， 北京

世园会设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园、

省区市展园、企业展园、百果园、百

蔬园、 百草园等 100多个各具特色

的展园，展示国内外珍稀特色花卉、

乡土花卉、 自育新优花卉等多个花

卉品种和果树、蔬菜、中药植物、茶、

咖啡等众多内容。

植物馆内，汇聚了弥勒树、红树

林、海椰子等上千个植物品种，包括

多种名贵、珍稀植物；中华园艺展示

区内，安徽园有游龙梅、琅琊榆、醉翁

榆等 200多种安徽特有植物，西藏园

里有上百年树龄的左旋柳、雪域高原

珍贵植物绿绒蒿等；世界园艺展示区

内，有阿塞拜疆园的橙花糙苏，西班

牙特内里费岛上独有的野蓝蓟，俄罗

斯园将展览包括黑加仑、 野蔷薇、沙

棘等 90多种植物……

中国馆地下一层，《神州奇

珍———中国特色珍稀植物展》向游

客展示金花茶、 杜鹃红山茶、 独蒜

兰、苦苣苔、德保苏铁等 300 多种中

国特有及珍稀濒危植物。

在 162天的展会期间， 除了观

赏植物园艺和特色展园展陈外，游

客还能参与观看约 2500 场次文化

活动，基本上“月月有主题、周周有

活动、天天有展示、时时有互动” ，

享受到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北京世园会会期文化活动精彩

纷呈，除开幕式、开园活动、中国馆

日、闭幕式等规模较大的活动之外，

也有“国家日”“荣誉日”“省区市

日” 、花车巡游、世界民族民间文化

荟萃演出等特色活动，还有论坛、国

际竞赛等园艺专业活动。

会期将举办 180场由鲜活植物

花卉打造的 10 辆 “生态花车” 巡

游，以“花为媒” 为主题，通过艺术

表演讲述生动精彩的园艺故事。

“国家日”“荣誉日” 中，国际

竹藤组织的竹种藤种太空育种启

动、展园参观、庆典演出等，泰国的

传统泰式演出、泰拳、水果雕刻等，

朝鲜的升旗仪式、合影留念、文艺演

出等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

动将精彩推出。

“省区市日” 则全面展现各地

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如浙江非遗展

示、贵州文化旅游推介、内蒙古民族

歌舞表演等。

此外， 多元化的园艺竞赛项目

也将在会期轮番上阵。 中国花卉协

会会长、 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副主任

委员江泽慧表示， 届时室内专项花

卉竞赛将有牡丹、月季、组合盆栽、

盆景、兰花、菊花、世界花艺大赛 7

项竞赛 。 尤其是在 8 月将举办

“2019 世界花艺大赛” ， 各国家和

地区的选手都将同台竞技， 为观众

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花艺盛典。

本届世园会引入物联网、5G、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将世园

会从传统园林艺术展示转变成人、自

然、科技和文化交融的园艺盛会。

展馆展园内“科技元素” 让园

艺展示更生动精彩：中国馆内，“祥

和逸居” 展览通过纱幔、光影、数字

影像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 营造

“风拂花开，崇尚自然” 的动态互动

效果；国际馆内，采用“实物 + 多媒

体 + 互动 + 氛围” 多维体验方式，

在立面与地面展示 “植物起源中

心”“一带一路物种传播交流” 及

“世界名花名树”等园艺文化内容；

专题园艺展区内的“绿意未来” 专

题，通过仿生机器人、3D打印、智能

装备、 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与园艺

相结合，感受智能化带来的惊喜；植

物馆内打造的数字展厅， 运用先进

的声光电技术和艺术手段为访客创

造犹如置身于红树林水下世界的沉

浸式互动体验……

北京世园局信息化部副部长郭

子亮介绍，“奇幻光影森林” 是本届

世园会为全世界游客奉献的一场科

技文化与自然景观相融合的视觉盛

宴。 其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山

海经》 的奇花异草、 珍禽异兽为角

色，与声、光、电、影的手段相结合，坐

落在自然园林环境中，依托虚拟视觉

与人机互动技术，让游客穿越时空开

启一场奇幻光影世界的互动体验。

游客也能在园区里感受到智慧

服务体验： 百度无人驾驶微循环电

动小巴“阿波龙” 亮相世园会，“一

部手机游世园” 的 App 可实现

“吃、住、行、游、乐” 一条龙式的全

程智慧导游， 新一代 5G 通信技术

在远程医疗、8K 高清视频回传、无

人驾驶、 无人物流等多行业的创新

型应用示范将在世园会充分展示，

游客还能在园区体验到机器人讲解

员、 机器人咖啡师和机器人保洁员

提供的优质服务。 据新华社

汇聚全球

上千个植物品种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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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世园会开园 三大亮点引关注

植物花园、文化盛宴、科技元素———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

银行 29 日对外宣布，将于 8

月 30日起发行 2019 年版第

五套人民币 50 元、20 元、10

元、1 元纸币和 1 元、5 角、1

角硬币。 在保持现行第五套

人民币主图案等相关要素

不变的前提下，新版提高了

票面色彩鲜亮度，优化了票

面结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

整体防伪性能。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

绍，为适应人民币流通使用

的发展变化，更好地维护人

民币信誉和持有人利益，提

升人民币整体防伪能力，保

持第五套人民币系列化，中

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与现行第五套人民币

纸币相比， 新版的 50 元、20

元、10元、1元纸币调整了正

面毛泽东头像、 装饰团花、

横号码、背面主景和正背面

面额数字的样式，增加正面

左侧装饰纹样，取消正面右

侧凹印手感线和背面右下角

局部图案， 票面年号改为

“2019年” 。 在硬币方面，新

版 1 元、5 角硬币调整了正

面面额数字的造型， 背面花

卉图案适当收缩。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版第五套人民币中没有 100

元和 5元纸币。对此，人民银

行相关人士表示， 人民银行

已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了新

版 100元纸币， 其防伪能力

和印制质量已有明显提升。

而面额较低、 流通量较小的

5 元纸币正在进行相关新技

术的应用研究， 其发行工作

另做安排。

人民银行表示，已组织金

融机构及现金机具企业开展

升级筹备工作，确保发行后银

行现金机具可识别新版人民

币。 同时，引导社会现金机具

企业和用户开展升级。 此外，

建议公众学习掌握新版人民

币鉴别知识，通过人工识别防

范未升级机具的误识风险。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 29 日在江

苏扬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今年

春节档电影侵权盗版案———“2·

15” 系列专案告破，寻找多年的被

用于制作高清盗版影片的放映服务

器———“幽灵一号”被查获。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郭林介绍，今

年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飞

驰人生》等上映后，出现大规模盗版，

严重侵害影视作品制作方、出品人合

法权益。 聚焦这一问题，公安部部署

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春节档盗版电影

打击行动，即“2·15”系列专案。

在公安部指挥下，江苏公安机关打

掉春节档高清盗版影片线下制作源头

和销售网络， 抓获马某予等 59名犯罪

嫌疑人，扣押盗版影片制作、加密等设

备 13673件，包括被用于制作高清盗版

影片的放映服务器———“幽灵一号”。

经查，2017 年至案发， 犯罪嫌

疑人马某予等 4 人通过对正版影片

翻拍制作高清盗版片源、发展下线，

将翻拍的盗版片源添加水印并加密

后上传至网盘， 以付费加盟会员的

形式将万余部电影提供给下线私人

影吧非法放映牟利。

公安部还部署浙江公安机关打

掉春节档盗版影片线上传播量最大

的“麻花影视” APP，部署河南公安

机关打掉 2 个制作销售高清盗版电

影的团伙等。 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

关共侦破影视侵权盗版案件 25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251人， 打掉盗版影视

网站 361个、涉案 APP57个，查缴用

于制作高清盗版影片的放映服务器 7

台、设备 1.4万件，涉案金额 2.3亿元。

查获“幽灵一号”放映服务器

春节档电影

侵权盗版案告破

提高了票面色彩鲜亮度，优化了票面结

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

植物花园

●阅读提示

文化盛宴

视听方式

感受园艺故事

智慧体验

让盛会也炫酷

科技元素

北京世园会中华园艺展示区中的贵州园，工作人员表演舞蹈

据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陕西省

委原常委、 秘书长钱引安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钱引安理想信念丧失，毫

无党性觉悟和政治意识， 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 一再拒绝接受党组织的

教育帮助和挽救，拒不交代问题，对

抗组织审查； 将公权力变为谋取私

利的工具， 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

他人在职务晋升、 项目承揽等方面

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 不按规定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 长期违规接受私营业主安

排的宴请、旅游、健身等活动；收受

巨额礼金和消费卡等财物， 长期与

私营企业主打牌赌博；为政不廉、公

私不分、家风不正，甘于被“围猎” 。

钱引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钱引安开除党籍处分；由

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

其党的十九大代表、 陕西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