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无人驾驶公交车
“首秀”遇事故

转场阎良，C919将首次远距离飞行
首飞机长：飞行高度是7800米，航程1400公里，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

A15 时事纵横

一辆无人驾驶摆渡车8日在美
国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首次
面向公众试运营。 但在上路不到两
个小时后， 摆渡车就与一辆拖挂卡
车发生轻微碰撞，所幸无人受伤。警
方判定，卡车司机负事故全责。

拉斯维加斯市警官亚丁·奥坎
波-戈麦斯说，由于卡车司机违规，
导致两车在巷口发生刮蹭事故。警
方向卡车司机开了罚单。

“送货卡车从一条巷子里开出。
（直行的） 摆渡车做了应该做的事，
它的传感器感应到了卡车， 于是停
下来避免事故，”市政府在一份声明
中说，“很遗憾，卡车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刮蹭到了摆渡车的前挡泥板。
如果卡车也装有和无人驾驶摆渡车
一样的传感设备， 这场事故就可以
避免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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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举行的第19届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上， 我国第二代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闪亮登
场，吸引了很多人驻足参观。在研制
发射静止轨道光学系列卫星的同
时， 我国将同步发展静止轨道微波
探测卫星， 实现“连续性+立体观
测”，让风雨“无处遁形”。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 目前在轨运行的风云
四号卫星， 是我国第二代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的首发星， 也是我国第一
颗高轨三轴稳定的定量遥感卫星，
属于静止轨道光学卫星， 即依靠可
见光和红外手段进行观测。

■据新华社

祥源文化（原万家文化）
9日晚公告， 公司收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 证监会拟决定对黄有
龙、赵薇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30万元罚款，采取五年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祥源文化、龙薇
传媒等涉嫌信披违法违规案
已调查完毕，证监会依法拟对
龙薇传媒、万家文化、黄有龙、
赵薇、赵政、孔德永作出行政
处罚和市场禁入。

告知书显示，龙薇传媒在
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
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
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
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
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
生严重误导。

证监会将依法拟对龙薇
传媒、万家文化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60万元罚款；对孔德
永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
对黄有龙、 赵薇、 赵政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对
孔德永、黄有龙、赵薇分别采取
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 截至2016年年
底，赵薇和她的丈夫黄有龙、妈
妈魏启颖、哥哥赵健，以及大姑
子黄莉几人名下注册和控股的
公司超过34家。其中，港股上市
公司有阿里影业（持股4.97%）、
金宝宝控股（持股20.59%）、顺
龙控股（持股55.01%）、云峰金
融（持股55.97%）四家，A股上
市公司有唐德影视（1.46%）和
万家文化（29.135%）两家。

■综合新华社

从上周末开始，斯里兰卡
首都科伦坡市里几乎每一家
加油站门前都大排长龙，除了
车辆，队伍中还穿插着手提矿
泉水瓶、玻璃罐、水盆来“打
油”的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
加油站“散装”出售油品，民众
置若罔闻。政府只好出台“限
量供应”措施应对这场“抢油
潮”。

斯里兰卡今年数度出现
疑似“油荒”，而最近这次竟是
一条匿名短信惹的祸？

3日开始， 一条手机短信
开始在斯里兰卡坊间传播，称
斯里兰卡政府上月因油品质
量问题禁止印度石油公司斯
里兰卡子公司———兰卡印度
石油公司的3万吨石油进入市
场，导致目前石油市场供给短
缺。斯里兰卡民众将这条信息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就是全
城上演“抢油”。不少加油站已
经挂上了“无油”的告示牌。多
条加油站邻近道路严重堵塞。

今年33岁的侯赛因·杰马
利告诉新华社记者：“上周末
我在加油站排了两个小时队，
只加到了一点点油，这两天上
班我根本不敢开车，路上的加
油站基本都没油了。”

根据斯里兰卡国有的锡
兰石油公司所发布数据， 自3
日起，全国范围内日均石油消
耗量已经从过去的2000吨涨
到4000吨。

斯政府不得不开始控制
每天的石油供给量，确保所剩
石油能坚持到下一批的石油
补给。从6日开始，全国石油供
给定额每天2500吨。

■据新华社

9日， 在中国商飞试飞中
心浦东基地，C919国产大型
客机101架机正在整装待命，
计划于10日转场至西安阎良。
转场飞行将是C919的第一次
远距离飞行， 从项目角度，意
味着大型客机项目实现了从
初始检查试飞转入包线扩展
试飞。 同样做好准备的还有
C919试飞机组。C919首飞机
长蔡俊表示， 他对C919的首
次远距离飞行充满期待。

将投入适航取证
试飞工作

C919的101架机转入西
安阎良试飞基地后，将投入更
加繁重的适航取证试飞工作。
按照国际标准研制安全的飞
机是中国商飞公司一直遵循
的原则 。 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 在 2010年受理了
C919型号合格证申请， 并按
照程序开展相应的适航审查
工作。经过统筹考虑，C919大
型客机申请了欧洲航空安全
局（EASA）型号合格证，目前
已得到受理。

据介绍，国产新支线客机
ARJ21-700飞机的试验试飞
经验将有助于提高C919国产
大型客机试验试飞工作的效
率，缩短适航取证周期。但控
制律、 复合材料等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的适航验证仍是全
新的课题与挑战。

目前，C919国产大型客
机国内外用户已达到27家，订
单总数达到730架， 确认订单
和意向订单约各占二分之一。

C919飞机
首次远距离飞行

“C919转场阎良，飞行高
度是7800米，巡航速度是280
海里每小时， 航程1400公里，

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 这将是
C919飞机的首次远距离飞
行。”蔡俊说。

他告诉记者，此次转场飞
行相比一般的航线飞行更难、
更复杂。例如，目前飞机还没
有气象雷达及HF通信功能，
因此还需要协调航路沿线的
空管为C919飞机提供天气预
报及通讯服务。

“为保障飞机安全地由上
海转到阎良，我们为此次转场
飞行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并且
做好了准备。”蔡俊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C919
首飞之后，共完成多个场次滑
行和5架次飞行试验， 详细掌
握了飞机的各项特性，初步检
查了飞机大气数据、 操纵品
质，以及飞控、液压、发动机、
起落架、APU、燃油、环控、航
电和电源等系统工作情况，排
除了影响转场飞行安全的问
题。11月8日召开的转场放飞
评审会议一致通过飞机可以
转场。

领航机组通过
试飞专用频率联络

“转场飞行得到了各方面
的支持， 一架公务机为C919
领航，领航机组通过试飞专用
频率同C919飞机机组建立通
讯，按照协同方法通报领航飞
机的当前位置，如探测到危险
气象， 领航机将向C919飞机
机组通报该气象的相关信息，
并提供建议绕飞航向。” 蔡俊
说。

地面保障方面，已明确转
场航路及相关沿线备降迫降
场地，完成了空域、气象、通导
等诸多保障，一系列的机务检
查、定检工作，对试飞问题的
管控及处理工作，转场遥测的
相关准备和地面保障等也全
面到位。 ■据新华社

一条匿名短信惹出来的“油荒”？

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

赵薇夫妇将被证券市场禁入5年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
长刘涛9日介绍， 通过与某新
闻客户端合作开展救助寻亲，
过去16个月成功帮助3000名
走失人员回归家庭。

记者从当日召开的民政
部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这项活动于2016年7
月启动，全国1976个救助管理
机构免费借助该新闻客户端
发布信息， 救助疑似走失、被
拐、被骗人员。截至今年10月
底，全国31个省区市共发布寻
亲信息14820条， 借助互联网
数据分析和精准定向推送，寻
亲成功率达20.2%。

刘涛说，寻亲成功的3000
名受助人员中， 有45.4%为精

神障碍人员，33.3%为智力障
碍人员，21.3%为离家出走等
其他情况人员。 从年龄结构
看，老年人有993人占33.1%，
未成年人有213人占7.1%。从
寻亲进度看，最快的一例是信
息发布3分钟左右即联系上了
亲属，而找到的走失时间最长
的受助人员已经离家57年；成
功返家的人当中，年龄最大的
94岁， 最小的是襁褓中的婴
儿。

刘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
将指导各地加强寻亲工作，同
时探索运用人脸识别等其他
技术手段开展寻亲服务，进一
步提高寻亲效率和救助服务
水平。 ■据新华社

民政部“互联网+”寻亲
16个月找到3000名走失人员

微波探测卫星
让风雨“无处遁形”

11月9日，在阿联酋迪拜，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进行迪拜航展首次检验
性飞行。 中国空军9日根据迪拜航展主办方安排， 首次进行了检验性飞行表演，
获得圆满成功。 表演分为多机编队表演和单机特技表演， 全程分为19个配套动
作，表演时间约22分钟。 新华社 图

迪拜航展
试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