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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 传递爱心

小松鼠壁挂炉助力高考赢赞誉
□记者 祁驿

上周，小松鼠壁挂炉在郑
州举行表彰总结大会，表彰在
今年爱心助考活动中的优秀员
工和企业。据介绍，2015 年

“小松鼠壁挂炉爱心助考”由广
州迪森家用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发起，在全国各地派出上百辆
小松鼠壁挂炉服务车组成“小
松鼠爱心助考车队”，免费接送
高考生，并在各大考点设置“小
松鼠壁挂炉爱心助考服务站”，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助考服

务。今年高考期间，小松鼠壁
挂炉接送考生百余次，考点外
的服务站也为家长提供临时休
息场所和服务，这不仅赢得考
生和家长的好评，还让许多路
人对小松鼠壁挂炉的义举称赞
有加。

爱心助考只是小松鼠壁挂
炉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据
悉，小松鼠壁挂炉一直热心公
益事业，以实际行动传递爱
心，积极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
责任，每年都会组织和参与各
种公益活动。近年来还设立

迪森希望小学并长期资助困
难学生，向拉萨市儿童福利院
捐资30万元用于购买校车和
安防设备等物资，前往乌鲁木
齐SOS儿童村开展公益活动，
为西安科技大学设立“广州迪
森奖学金”，资助外来务工子
弟并为广州开发区贫困学生
发放助学金，为汶川、玉树地
震捐助现金和物资等。在总
结会上，公司高层表示，未来
小松鼠壁挂炉将继续投身社
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回馈
社会。

微软正式发布安卓手机版Office应用

据新华网报道，为保障网
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
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信息
化健康发展，不断完善网络安
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
必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近日审议了
网络安全法草案。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
胜指出，网络安全已成为关
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
题。为适应国家网络安全工
作的新形势新任务，落实党

中央的要求，回应人民群众
的期待，本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将制定网络安全方面的立
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年度立
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
部门，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深入调研了解各方面立法需
求的基础上，拟定了网络安
全法草案。

据介绍，草案共七章六十
八条，从保障网络产品和服务
安全，保障网络运行安全，保
障网络数据安全，保障网络信
息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
制度设计。

我国拟制定网络安全法

美国“监听门”再发酵

法国三任总统榜上有名
新浪科技消息，微软近日

发布了面向 Android 手机的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应用。用户目前可通过谷歌
Play商店下载这些应用，而这
些应用支持Android 4.4或更
高版本的系统。

微软去年 11 月发布了
iPhone 版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以及面向 An-
droid平板电脑的类似应用的预
览版。今年1月，微软正式推出
了面向 Android 平板电脑的
Office应用，而今年5月又发布
了面向Android手机的预览版。

今年5月，微软还发布了
新 的 Windows 10 Mobile
预览版，以及面向手机和小尺

寸平板电脑的通用Office 应
用。因此，当时Windows用
户抢在Android用户之前获得
了 针 对 触 控 操 作 优 化 的
Word、 Excel 和 Power-
Point。不过，Android版最终
提前结束了预览期。这表明，
微软目前更重视用户量，而不
再一味强调自己的平台。

据外媒报道，维基解密网
站近日公布了一批机密文件，
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在
2006~2012年间对三任法国
总统实施窃听，希拉克、萨科
齐和奥朗德不幸“中招”。

法国媒体获得的消息显
示，窃听中心设在距离爱丽舍
宫几步之遥，5份窃听文件涉
及希腊、中东问题等。

法国政府发言人勒佛勒
表示，法国政府认为像美国这

样的盟友国家政府实施的监
听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维基解密称，这些机密文
件来自于美国国安局对上述
三位法国总统以及多名法国
总理和法国驻美大使进行通
讯监控的相关资料。

目前，美国方面拒绝对此
事做出评论。也没有迹象表
明这些材料是通过国安局前
雇 员 斯 诺 登 手 中 流 出 。

《第一财经日报》

MIT评选全球最智能企业

特斯拉第一 小米第二
新浪科技消息,《麻省理工

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近日评选出今年全世
界“最智能”的50家企业，特斯
拉名列榜首，小米位居第二。

除小米外，还有3家中国

公司上榜。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分别排名第4、7、21位。

据悉,小米之所以获此殊
荣，是因为其推出的低价An-
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实
现了长足发展，并在电子商务

业务上取得了成功，还在今年
挺进了美国市场。

苹果公司凭借“设计精良”
的 Apple Pay 服务位居 16。
微软因为开发了HoloLens增
强现实设备名列48位。

全球平均网速Q1上升至5Mbps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云

计算服务和内容分发网络提供
商 Akamai 近日发布了 2015
年第一季度全球互联网状态报
告。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全球
平均网速上升了10%至5Mb-

ps。但不幸的是，只有5%的
网络速度在25Mbps以上。

报告发现，134个国家的
平均网速同比上升，速度增长
最慢的日本上升4%，最快的斐
济上升181%。只有9个国家

平均网速同比下降。
据介绍,25Mbps 以上网

速同比增长20%至4.6%。网
速最快的10个国家中，只有韩
国 实 现 1/5 的 城 市 拥 有
25Mbps以上的宽带。

iOS 9升级不再怕空间不足
自动删数据再恢复

驱动之家消息,近日发布
的iOS 9中，安装体积从原来
的 4.6GB 降 至 现 在 的
1.3GB。这拯救了一票低版本
iPhone和iPad。

安装或更新iOS 9时，存

储不够时，系统会弹出一个对
话框提醒你，空间不足，如果
愿意的话，安装系统过程中，
系统会自行删除一些数据来
进行腾出空间。但系统更新
完毕后，它们会自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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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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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电话：400-089-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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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欠条158039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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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婚查清帐
专业事成收费13223710277

专业要帐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帐经

验，诚信合法，快速找人，办理

各种债务，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分部电话：13937137327

抵押贷款

快速贷55091136
新老车房按揭房再贷银行息

信用贷企业贷垫资贷速度快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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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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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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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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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专办电话135988608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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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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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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