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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挟持乘务人员
41岁男子被抓
据河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
昨日发生在国航 CA1350 航班的劫持
恐吓乘务人员事件，当天 13 时许已得
到成功处置。犯罪嫌疑人徐某（男，41
岁，湖南安化人，有精神病史）被警方
成功抓获，
该事件无人员伤亡。

突发精神疾病
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徐某乘
坐该航班飞往北京途中，因突发精神
疾病，手持钢笔挟持一位乘务人员，

导致该航班 9：58 备降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
事发后，河南公安机关和相关部
门迅速开展处置。经工作，乘客于 10 时
50 分全部安全下机；13 时许犯罪嫌疑
人徐某被成功抓获。目前，事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备降郑州机场
昨日上午 10 时，中国国航长沙飞
北京的 CA1350 航班因公共安全原因，

浙大首开区块链课程
不鼓励学生“炒币”

备降郑州。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官方微博@ 河南省机场集团 12 时 30
分许回应称：4 月 15 日上午 09：58，国
航 CA1350 航班，长沙至北京，因非法
干扰备降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郑州机
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旅客已全部安
全下飞机至候机厅，目前旅客情绪稳
定，
机场运行正常。
航班信息显示，该航班于昨日上
午 8：40 从长沙黄花机场起飞，原定于
上午 11 时到达首都机场。 （人民网）

郑州上空神秘信号 牵出间谍
“潜伏”
大案
媒体曝光一起军工专家遭境外间谍组织策反叛变、搜集泄露国家机密案件
追踪信号 挖出间谍

侦查人员发现，一台上网设备，连续向境外发送数据信息

昨天是国家安全日。反间谍斗争是一场看不见
的暗战，根据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情况，境外的间谍
机构总是采用逐步渗透的手段窃取我国机密，进行
破坏。保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在郑州有一位军工专家，出国期间被境外间谍
组织策反叛变，长期潜伏在我国军工重要科研领域，
把我国尖端武器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了国外间谍情报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其实施了抓捕。

每当夜幕降临，一个神秘的信号
就会出现在郑州的上空，自从 2013 年
12 月以来，该信号就从未间断。这个可
疑信号的出现，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格
外关注。侦查人员立即进行了技术分
析，结果令他们十分紧张。这个西方国
家的情报机构，实力雄厚，在世界上颇
有影响力。在郑州，会有谁给该国间谍
机构发送数据呢？在郑州有一台上网
设备，连续地向境外发送数据信息。侦
查员发现，这个 IP 地址的使用者王某
有一个亲戚张某就职于某军工研究
所。
王某使用的 ipad 正是张某所赠。
张某就读于国家重点军工大学，
除了掌握我国重要武器装备的研究
外，还从事着某重点领域的研究，这种
技术事关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发和装
备，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尖端、最前沿的
科研项目之一，更是世界各军事大国
争夺的制高点，同时更关乎着我国的
重大安全。如果他涉嫌间谍犯罪，给国
家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量。郑州市国
家安全局立刻行动，对张某展开了更
加深入的调查。
在调查的同时，侦查员却得到一
个消息，张某即将再次出国，还很有可
能携带了在境内搜集到的涉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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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流入境外间谍机关手里，
后果不堪
设想。
经过慎重研究，
2014 年 6 月，
郑州
市国家安全局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

难抵诱惑 落入陷阱
张某虽然被捕了，但是围绕他还
有很多的疑团没有解开。他是否已向
境外间谍机构泄露我国的军工机密、
泄露的数量又是多少，产生的危害有
多大？
2011 年，张某所在的单位为他争
取到了赴西方某大国访学的机会。一
直梦想出国深造的张某，获得这次机
会喜出望外。但是，张某踏上国外的那
一刻就被高度关注，甚至他在国外的
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西方谍报机构的严
密监视。三个月后，张某在参加一次学
术研讨会的时候，一名外国男子杰克
主动接近了他……
在最初的交往阶段，杰克并没有
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只是不断投张某
所好，和张某拉近感情。张某没有料到
的是，杰克帮他购买的打折电子产品
已经被安装了间谍软件。这一点一滴
的小恩小惠让独处国外的张某感动不
已，一看时机成熟，杰克就设下了连环
陷阱。杰克利用付费咨询的幌子，千方
百计地从张某那里套取他所掌握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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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机密。一旦感觉到张某有所疑虑之
后，杰克就会不断加大诱惑的筹码。面
对金钱，
张某再一次屈服了……
在张某回国前，情报人员对张某
进行了简单的间谍培训。回国后的张
某不遗余力地搜集我国的军工情报。

犯间谍罪 获刑 15 年
虽然张某交代了完整的间谍犯罪
活动，但是仅凭张某的口供还不能落
定，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需要他人的证
明。经过调查，杰克之所以能顺利取得
张某的信任，是因为西方某国的一位
科学家黑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黑尔
正是该国某科研领域泰斗级的人物。
为了能拿到关键的证人证言，郑
州市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抓住这位专家
黑尔来中国开会的机会，依法对他进
行了司法取证。
由于和张某接触的人员都是其领
域的高端人才，工作地散布全国多个
省份，并且不少涉及军事机密，取证
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为此，从张某被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取得完整的证
据，郑州市国家安全局办案人员历时
167 天。
去年经过审判，今年 50 岁的张某
因犯间谍罪获刑 15 年。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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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火热的区块链创业领
域，也吸引国内高校的参与。前
日，
记者从浙江大学获悉，
浙大计
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将于今年
秋季面向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和研
究生，
设置一门名为《区块链与数
字货币》的课程。据悉，这是国内
首家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
浙江大学相关课程教师称，
在对区块链技术进行讲授时，将
无法避免地涉及对于虚拟数字货
币的介绍，但课程本身依然以教
授区块链通用技术为主，不会鼓
励学生“炒币”
。
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
授杨小虎的说法，新课程拟定名
为《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教材将
使用由浙大教师蔡亮、李启雷、梁
秀波等人编写的《区块链技术进
阶与实战》。
杨小虎说，课程内容将主要
围绕 HyperLedger（超级账本）的
技术架构和开发技术，介绍区块
链应用案例以及区块链和数字货
币发展趋势展开。
在课程后期，浙江大学还将
根据教学情况，考虑增设区块链
相关的专业方向，并开设相应的
研究生课程，
培养研究型人才。
记者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获悉，
在此之前，
浙大计算机学院
已经开始区块链方向的科研探
索，但始终未将之引进到课程教
学中。
据悉，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
课程，将作为金融方向的模块课
程，面向浙大计算机专业高年级
本科生和软件专业研究生。
今年 4 月 10 日，浙江大学计
算机学院成立区块链研究中心，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任学术委
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副
院长蔡亮担任中心主任。
蔡亮介绍，区块链研究中心
将整合计算机、软件、数学、经济、
金融、管理等学科人才，
拓展研究
深度和广度，
“ 为将来我国自主、
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和标准做出贡
献”
。课程内容本身不会涉及太多
的虚拟货币内容，更不会鼓励学
生“炒币”
。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可
以通过“币”和“链”之间分离，以
区块链底层技术为重点，实现相
关知识的讲授。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