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我国 H7N9 疫情出
现病例增多、分布地区广、散发程度高等特点，病
例多数散发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疫情总体
特点未发生改变，接触被感染的禽或暴露于活禽
经营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现有证据表
明该病毒尚不能造成人际间大范围传播。而部分
药企也先后提交疫苗临床试验申请，H7N9疫苗
的研制工作目前进度不一。

近期全国疫情呈下降趋势

上周（2017年2月6日-2月12日），全国报告
H7N9 病例 69 例，其中死亡 8 人。国家卫计委表
示，最近3天，全国疫情呈现下降趋势(2月12日
至14日，全国报告H7N9病例数分别为3例、1例
和4例，较前一阶段明显减少)。专家预测，最近一
段时间，我国内地仍将有H7N9散发病例报告。

按照既往疫情流行规律，每年春节过后发病
数量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并呈低水平流行直至4
月下旬。目前疫情上升势头已经得到遏制。

对于外界关注度很高的 H7N9 流感疫苗的
问题，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并没有预防 H7N9
病毒感染的疫苗可用。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不能预
防H7N9流感，但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有助于降
低因罹患季节性流感而导致严重并发症及住院
可能性。

前日晚间，天坛生物对外宣布其H7N9流感
疫苗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此外，华兰生物的
H7N9流感疫苗已经完成I期临床试验，进入II期
临床筹备阶段；科兴生物也已提交了H7N9疫苗
的临床试验申请。

中部四省“组团”抗击疫情

H7N9疫情在多地形势依旧严峻。据国家卫
计委最新消息显示，一月份，中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192例，死亡79人。

记者发现，相比起去年12月份的相关数据，
发病率和死亡人数上涨明显。数据显示，去年12
月份人感染H7N9禽流感发病达到106例，死亡
20人。而之前的11月，全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
仅6例，无人死亡。

据统计，今年以来，福建、云南、湖南、湖
北、浙江、北京等多地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

目前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四省建立湘鄂赣
皖卫生应急联动机制，以期做好指挥决策、跨省
协查、应急物资调配等工作。安徽省卫计委通报
称，目前安徽H7N9流感疫情仍呈上升趋势，今
年的病死率也较高，死亡20人。

据安徽卫计委有关专家分析，当前病死率较
高的原因有二：一是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H7N9流感患者平均就医时间为发病之后3天左
右;二是基层医务人员在患者就诊时未能询问活
禽接触史，没有及时提供有效药品(磷酸奥司他
韦)治疗。

监测显示，虽然偶有局部聚集性病例（每起
2-3例病例，均无续发病例）发生，但尚无证据表
明H7N9病毒能持续地“人传人”。

此前，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倪
大新提醒，在已经发现有 H7N9 疫情的地区，
一定不要从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也不要从
活禽市场或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与自家家禽
混养。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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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确受伤害 目前在派出所

根据网络爆料，临沂市河东区
西沈阳村村民马占山家曾育有一
对龙凤胎，但男孩意外死亡，此后，
他们“不知从哪里买了个小男孩”，
不断虐待。“小孩三四岁起，凌晨三
四点钟被叫起来干活……小孩犯
困了，她就用锤把砸小孩的头……
小孩细皮嫩肉的脸上让她给咬得
疤痕连连。身上就更不用说了。今
年小孩八岁了，天天挨打。下巴的
伤口是，2017年2月13日，又让他的
母亲用破钢片给划的……照片是
医院的医生拍的。”

昨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确
认，负责给小男孩包扎的是河东区
人民医院五官科的一名医生。“当
时是医生带过来的，说小孩家庭困
难，所以没有收钱。”

昨天下午2点30分左右，红
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负责处理本

案件的临沂市河东区公安分局
相公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小孩目前由派出所在照顾，

“情绪稳定。”经调查，男孩叫马
某龙，2010年8月14日出生；父亲
马某山(36岁)是河东区相公办事
处西沈阳村农民，母亲郑某芹(38
岁)，是孩子的养母。

“公安做过测试 精神不太稳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
个38岁的母亲对养子下此狠手？

临沂市河东区相公镇西沈阳
村村主任赵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龙凤胎儿子的意外死亡对孩
子的母亲影响很大，公安那边做过
测试，她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赵先生说，马占山家里现在共
有4个孩子，两儿两女，只有那个男
孩是收养的。“他们家做锤子生意，
家庭情况中下。网上曝光后，我们
才知道小孩被虐待。所以，第一时

间去家里协调，当时孩子的父母
说，孩子下巴的伤口是自己跌倒碰
的。其他的没说什么。”

数百人士守候 围得水泄不通

据介绍，男孩养父母和家里的
关系一般，事情发生后，“小孩的爷
爷奶奶还有大姑、大爷想把小孩接
过去和自己过。但是，政府会暂时
负责小孩的食宿和上学问题。”

目前，数百名来自各地的爱
心人士和媒体记者守候在相公派
出所外，等待调查结果，关注着孩
子的未来，“被围得水泄不通。”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日就中国游客日前被
越南口岸工作人员殴伤事答问时表示，中方要求
越方对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越南外
交部日前就中国游客被越南口岸工作人员殴伤
事作出回应，称中方已提出交涉，越方将加紧查
明真相，并依据事实作出处理。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你能否介绍中方所做工作情况？

耿爽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境外中国公民的
安全与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中方已多次就此事向
越方提出交涉。16日，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已就此
事专门约见越南驻华大使，再次表明中方严正立
场。中国驻越南大使也在河内就有关问题约见越
南外交部负责人。中方要求越方对受害者做出道
歉和赔偿，对涉案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耿爽表示，越方已对8名有关涉案人员做出
停职处理。“我们将继续敦促越方本着严肃认真和
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妥善解决此事。”据新华社

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
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奚晓明
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奚
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
明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和工作中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
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认可其亲属收受以及本
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14596934亿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奚晓明
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奚晓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
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行贿人请托，贿赂款项亦为
亲属收受使用，其本人系事后知情；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
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中国游客被殴
外交部要求道歉赔偿
越方称已停职处理8人

H7N9疫情
病例增多
尚无证据表明能持续地“人传人”
多家药企拿到疫苗临床试验批件

最高法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
一审宣判

近年，媒体多次报道我国渔民在南海发现不明“鱼雷”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下午，中国海军一艘
救生船在南海有关海
域发现一具不明UUV
（无人潜航器）装置。

为防止该装置对
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
和人员安全产生危
害，救生船打捞该装
置并进行识别查证，
证实该 UUV 为美方
无人潜航器。后中国
海军于 12 月 20 日中
午向美国海军移交了
此无人潜航器，整个
事件历时6天。

事例/

美国海军使用无人潜航器对
我南海海域实施不间断的海洋环
境信息收集和水下信息侦察监
视，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如 2016 年 12 月被中国海军捕获
的LBS－G“波浪滑翔者”，是美国
海军最新型的水下侦察／监视型
无人潜航器，它由美国泰里达因
公司研制。2015 年美军开始使用
这型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地区执行

水文调查任务。
LBS－G“波浪滑翔者”长1.8

米，直径300毫米，翼展1米，重52
公斤，下潜深度1000米，使用类似
重型鱼雷上的热动力技术，波浪能
推动，续航力和推进效率远高于普
通的电动无人潜航器，虽然航行速
度仅0.4海里／小时，但航程可达
5000公里，续航时间达6个月。它
既可由航空器投放，也可人工水面

投放，还装备了声学传感器、铱卫
星通信系统，有实时通信能力，是
美国海军实施大范围海洋环境调
查的最新型“水下间谍”。

美国海军把这种长航时、长
航程无人潜航器投放到我国南
海，主要任务是在南海海区搜集
未来水下作战海域的海洋环境信
息，如盐度、温度、流向流速、深
度、底质、海底地形等。

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航器，，也被称为水下无人作战平台也被称为水下无人作战平台，，或无或无
人水下运载器或水下机器人人水下运载器或水下机器人，，是美国海军是美国海军““全谱反潜全谱反潜
战战””和和““网络中心战网络中心战””至关重要的水下作战平台至关重要的水下作战平台。。

它研制之初主要用于民用领域它研制之初主要用于民用领域。。下图为美国下图为美国
““金枪鱼金枪鱼””水下潜航器水下潜航器，，曾用于打捞曾用于打捞、、勘探等领域勘探等领域。。

无人潜航器
如何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近几年，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我国渔民在南海发现不明“鱼雷”的消息。2010年，海南一艘渔船在捕鱼时意外捞到一枚“奇
怪鱼雷”，后经鉴定是一个线控水下机器人。新华社2015年8月25日报道，海南省临高县一名渔民在三亚市海区一处浅滩打
捞到一枚可疑电子装置，经鉴定是一枚具有水下照相和光纤传输、卫星通信等功能的无人潜航器……

综合分析以上信息可以判断，南海已经成为“水下间谍”——无人潜航器的主要活动海域，这些无人潜航器的主要工作目
标是中国海域海洋环境信息和中国海军情报。

无人潜航器，即水下无人作
战平台，也称无人水下运载器或
水下机器人，是美国海军“全谱反
潜战”和“网络中心战”至关重要
的水下作战平台，其承担了构成
水下 ISR（情报、侦察、监视）系
统，实现水下作战平台与空中、水
面、水下其他平台“信息共享、网
络互联互通、作战装备相互操作”
的使命任务。

无人潜航器研制开发于上世
纪60年代，最初主要应用于沉船
打捞、深海勘探以及水下电缆铺
设和海洋设备维修等民用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海军才
投入资金展开军用无人潜航器的
研制工作，美国海军于1999年提
出一套完整的无人潜航器发展计
划，加速推动军用无人潜航器系
统发展，相继开发出一批多用途
无人潜航器，主要承担扫雷、水下
侦察、水下中继通信等任务。

与有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
器具有使用灵活、隐蔽性强、适
应复杂海况、可有效减少人员伤
亡、成本低等优点，早期无人潜
航器系统存在续航力有限、侦察
搜寻范围小、通信传输距离近等

明显缺陷。但近年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尤其是小型化模块技术、
高性能电池、控制导航技术的发
展，世界无人潜航器发展水平迈
上了新台阶。

军用无人潜航器现在作为一
种新型水下作战力量正呈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潜艇原来是唯一水
下作战平台的局面正在被打破。

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目前
已经基本形成了“水下侦察、搜索
测量、通信导航、对目标跟踪及引
导攻击”等4种能力，具备了一定
的自主智能化能力。

军用无人潜航器现在军用无人潜航器现在
作为一种新型水下作作为一种新型水下作
战力量正呈现出强劲战力量正呈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的发展势头

军用潜航器
打破潜艇独占平台

虽然航行速度仅虽然航行速度仅00..44
海里／小时海里／小时，，但航程但航程
可达可达50005000公里公里，，续航续航
时间达时间达66个月个月

美国海军
带着哪些“任务”来？

南海海域对中国潜艇有着重
大意义，美军搜集南海水文资料
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潜
在威胁。其在南海搜集水文情报，
与当年日军搜集旅顺和刘公岛的
情报、日侨搜集夏威夷的情报大
同小异，目的都是为了在战时获
得足够的优势。试想一下，如果中
国去测量夏威夷、关岛、阿拉斯

加、墨西哥湾附近的海洋环境水
文数据，美国会有什么反应。

中国海军救生船捕获无人水
下潜航器LBS－G“波浪滑翔者”，
体现中国海军已经完全拥有了对
南海海域全面、实时、不间断的强
大监控能力，中国海军通过此次
行动展现的情报收集和信息综合
分析能力堪称优秀。

值得注意的是，海洋领域的
斗争已经转移延伸到水下，美国
海军已经规划在全球7个重要的
战略海域部署无人潜航器及水下
服务站，计划到2020年装备至少
2000到4000套无人潜航器。中国
海军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及
早谋划，积极主动应对。

（中国青年报）

美军在南海搜集水文美军在南海搜集水文
情报情报，，与当年日军搜与当年日军搜
集旅顺和刘公岛的情集旅顺和刘公岛的情
报报、、日侨搜集夏威夷日侨搜集夏威夷
的情报大同小异的情报大同小异

情报搜集
为战时获得足够优势

“锤砸、嘴咬、钢片划……”

6岁男孩被曝遭养母“虐待”
日前，一条

“临沂河东男孩
长期被养母虐
待”的网帖在网
上热传，图片显
示，一名小男孩
的脸部、颈部、背
部出现多处淤
伤，下巴处裂开
一条约有两厘米
深的伤口。（左
图）

16日下午，
山东临沂市河东
区相公派出所工
作人员对红星新
闻记者表示，目
前，孩子的养父母
已被警方控制，正
在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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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已经成为“水
下间谍”——无人潜航
器的主要活动海域。

这些无人潜航器
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中
国海域海洋环境信息
和中国海军情报。

海洋领域的斗争
已经转移延伸到水
下，美国海军已经规
划在全球7个重要的
战略海域部署无人潜
航器及水下服务站。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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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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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

美国海军近年不断测试潜航器，其中包括一种新型仿生无人潜航器“幽灵泳者”；美军已计划到2020年装备至少2000到4000套潜航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