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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窗
●2020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达 6

万亿元。
●滴滴出行平台到 ２０２０ 年将投放超

１００ 万辆电动汽车。
●河南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缺口高达

14.2 万人。
●河南省 1.12 亿元扶持大众创业项

目 1866 个。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俄罗斯总统普京 12 月 ６ 日在下诺

夫哥罗德说，他将参加定于 ２０１８ 年举行的
俄总统选举。

我国“潜龙二号”无人潜水器随船出海

新型装备助力深海科研
中国大洋 49 航次科

考 12 月 6 日起航，“潜龙
二号” 无人潜水器随船出
海。与“潜龙二号”同行的，
还有将在西南印度洋首次
试验性应用的水下滑翔
机。 一系列新型水下装备
的研发和投入使用， 助力
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和科学
研究。

在本航次对印度洋
相关海域进行的为期 250
天的科学考察中，“潜龙”
装备的应用是一大亮点。
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
副主任李波介绍，“潜龙
二号” 作为 4500 米级深
海资源无人无缆潜水器，
采用了全新非回转体立
鳊鱼形设计，在自主航行
时基于前视声呐进行避
碰控制，可同时进行高精
度近海底精细地形、高精
度近底磁力和水体异常
探测。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陶
春辉表示， 按照“蛟龙探
海” 工程总体部署，“潜龙
二号”将在本航次第二、第

三航段下潜作业， 完成近
300 平方公里的微地形地
貌、 水体异常和磁力探测
任务， 为多金属硫化物合
同区区域放弃提供关键数
据支撑。同时，积累现场工
程化应用经验， 初步形成
业务化运行能力。

李波说，“潜龙二号”能

在复杂的海底地形环境下
自主稳定航行， 有过近 40
次下潜经历，累积工作时间
超过 400 小时， 航程 1200
多公里，探测面积超过 370
平方公里，获得了西南印度
洋合同区多个区块的数据，
近海底照片、 水体异常数
据、近底地磁数据。

日前，“深海勇士”号
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通过
验收， 将在 2018年的深海
科研中投入使用。

随着深海作业装备的
发展和投入运用， 我国深
海资源勘探和科研水平有
望得到进一步提高。

（据新华社）

森林覆盖率从 11.4％提高到 80％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地球卫士奖”
三代造林人半个多世

纪的持续奋斗， 让贫瘠沙
地变成绿水青山， 也获得
世界赞誉。 12 月 ５ 日，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
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
荣誉———“地球卫士奖”。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
德市北部、 内蒙古浑善达
克沙地南缘。历史上，塞罕
坝曾是森林茂密、 禽兽繁
集。后来由于过度采伐，土
地日渐贫瘠。 到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千里林海已变成人
迹罕至的沙源地。

５５ 年前，３６９ 个平均
年龄不到 ２４ 岁的年轻人
毅然来到这个黄沙漫天、
草木难生的地方。 半个多
世纪里， 前仆后继的三代
塞 罕 坝 人 只 做 了 一 件
事———种树。

如今， 第一代塞罕坝
人都已至暮年， 有些已经
离世，但他们艰苦创业、无
私奉献的精神却跨越时
空，薪火相传。

第二代塞罕坝人，依
靠持之以恒的信念， 科学
求实的管理理念， 摸索出
一套科学抚育管护的模
式， 实现了良性循环的发
展链条。

经过 ５５ 年的奋斗，整
个塞罕坝能够造林的地方
几乎已被开发殆尽。 尽管
如此， 第三代塞罕坝人正
在向更干旱区域、 更高海
拔地区发起挑战， 通过科
学研究、借助外脑等，突破
了多品种种植、 病虫害防

治等难题， 并承担了包括
鸟类问题研究等多个科研
课题， 在新的时代继续艰
苦创业。

现在的塞罕坝，森林覆
盖率从 １１．４％提高到 ８０％，
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１．３７ 亿立方米， 固碳 ７４．７
万吨，释放氧气 ５４．５ 万吨，
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
１２０亿元。 ５５年时间，塞罕
坝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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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男子被抓
12 月 ５ 日，英国伦敦警方宣布，挫败了一

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
谋，并指控两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 １１ 月 ２８ 日分别
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
罪嫌疑人。 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 ５ 日对他
们正式提出指控，两人 ６日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
企图在唐宁街 １０ 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
置发动袭击，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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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130亿欧元
12 月 4 日， 美国苹果公司与爱尔兰政府

达成协议， 将于明年开始向爱尔兰缴纳 130
亿欧元（约合 1020 亿元人民币）税款。 媒体报
道认为，欧盟裁定苹果补缴税款一年多后，苹
果与爱尔兰达成协议表明， 欧盟正在与苹果
和爱尔兰政府的税务纷争中逐渐取胜。

欧盟委员会去年 8月裁定， 爱尔兰针对苹
果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这一企业缴纳的税
款远低于其他企业，违反欧盟国家补贴规定。爱
尔兰政府需补收苹果公司这笔巨额税款。

爱尔兰为发展本国经济， 以低税率吸引
想进入欧盟市场的跨国企业， 担心补收税费
会导致自身吸引力下降。 欧盟作出裁定后，爱
尔兰政府迟迟不向苹果补收欠税。 今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将它告到欧洲法院，法院尚未
裁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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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潜龙二号”无人潜水器随“向阳红 10”科学考察船从浙江舟山长峙岛
科考码头起航 新华社发

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两地最短旅行时间 4 小时 7 分
12 月 6 日 8 时 22

分 , 随着首趟动车组列
车———西安北至成都东
D4251 次列车缓缓驶出
西安北站 ,西安至成都高
铁正式开通运营 ,千年来
阻隔我国西北西南的秦
岭天堑被贯通 ,蜀道难成
为历史。

西 成 高 铁 全 长 658
公里, 运营时速达 250 公

里 ,是我国第一条穿越秦
岭的高速铁路 ,也被称为
“中国最穿越高铁”。

西成高铁自陕西省西
安市引出, 向南经陕西省
安康市、汉中市,至四川省
广元市、绵阳市,在江油站
与已建成的成绵乐铁路相
连,抵达成都市。

西成高铁设西安北、
汉中、 江油等 14 个车站。

开通初期, 将安排动车组
列车 19 对,西安至成都的
最短旅行时间压缩至 4 小
时 7 分。 年底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后, 将安排动车
组列车 62 对,两地间最短
旅行时间将压缩至 3 小时
27 分。

专家认为 , 西成高铁
的全线贯通进一步完善
了我国西部高铁网络 ,成

都、重庆、西安三城之间
的铁路行程被缩短到 1
至 5 小时。至此,经济总量
1.7 万亿的重庆、1.2 万亿
的成都、6000 余亿的西安
实现了更加紧密的互联
互通 ,“西部黄金三角”从
概念走向现实, 我国西部
由此迈入“城市集群”发
展新阶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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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签署生效
12 月 5 日，俄罗斯有关打击“电话恐怖主

义”的法律经总统普京签署生效。 这一法律规
定俄电信运营商在发现匿名诈骗电话后立即
终止对其通信服务， 以打击近来在俄频繁发
生的利用电话谎报炸弹威胁的“电话恐怖主
义”行为。

据俄法律信息网站当天公布的法律文件
显示，俄电信运营商在进行通信服务时，需在
被叫者的电话屏幕上显示呼叫者或短信发送
者所用电话的真实号码。 当运营商监测到使
用者通过技术手段暗中更改真实电话号码，
须立即停止提供这一通信服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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