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亮相和全套体系并存：开启“大防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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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 新闻鲜看

法国

楼房坍塌 至少4人死亡

贻彩新苑（唐望府）一期二标段
住宅及车位交付通知

贻彩新苑一期二标段1、2、13、21、22号

楼将于2018年11月24、25日办理住宅交房

及车位交付。详情请咨询售楼处电话：

022-66361111。

特此通知。

源盛（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遗失声明
天津润通瀛供应链有限公司，丢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天 津 东 方 名 居 支 行 ，核 准 号 ：

J1100078078701，账号：281785680014，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泽斌阳光副食调

料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20116MA05U5N72A，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滨海高新区满康誉食品销售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5NDTU2Q，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山东沈潍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滨海

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20107000049311，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天津诺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120192000001426，申请注销，（保税）登记

备字（2018）第 339 号，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人：甘

女士，联系电话：18630936379）

“本届航展上，我们的参展展品达

到134项，其中37项是首次亮相。特别

是‘长空亮剑’的国之重器展区，集中展

示了制空、打击、预警、信息、投送等全

要素高度融合的空中作战体系和‘从三

代到四代、从有人到无人、从空基到全

域’的跨越发展能力。”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新闻发言人周国强说。

首次亮相和全套体系并存，在本届

航展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领域的一次航

展，实现了“陆海空天电”领域的中外

企业首次聚首。“没想到我们也有机会

参加珠海航展。”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

际部主任李彦庆说，这家全球知名的

船舶制造企业今年第一次参展，琳琅

满目的各类展品不仅展示了企业的最

新成果，也填补了珠海航展版图的最

后一块空白。

创下规模之最的，还有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作为

“天”的代表之一，航天科工展出了防

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预警监

视安防、商业航天和指挥通信与支援保

障七大体系的近百项产品，参展规模为

历届之最；作为“陆”的代表之一，兵器

工业推出装甲突击、火力打击、防空反

导、智能弹药等领域的一系列新产品及

成体系成建制武器系统和解决方案，体

现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的高水平。

这也是迄今为止不同类别产品最

丰富的一次“全谱系”航展。以“电”领

域为例，从巨大的价值数亿元、可以探

测数百公里的大型相控阵雷达，到小巧

玲珑、可以随手携带的安防设备，再到

小得“看不清”的系列芯片……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向全球市场展示了覆盖多

个技术领域的400余项尖端信息化产品

和解决方案，构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

“智慧之网”。

这也是富有国际合作色彩的全球

性、全参与的航展。不仅有国有大型企

业参与，也有大批民营企业参与；不仅

有军转民的高精尖产品，也有带来新鲜

血液和灵活机制的军民融合产品；不仅

有中国企业，还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企

业，特别是波音、普惠等40多家美国企

业参展，多个欧洲国家的企业和院校在

航展上宣布一系列和中国的深度研发

及培训合作计划，充分体现了世界各国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本届航展上，和歼 10B 推力矢量验

证机一起备受瞩目的，还有首次编队飞

行的歼20战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

经理杨伟说，“20”不仅是一个机型的代

名词，更是中国航空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代

名词。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中

国的大国重器面向全球市场，举行了史上

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在众多参展企业

看来，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熊群力

说，能够拿出适合全球不同需求、不同层

次、不同领域的高科技电子信息产品，得

益于改革开放引领企业“厚积薄发”。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航空工

业集团实现了从传统国企向现代公司的

跨越，实现了航空工业从以军为主到军

民融合的跨越，实现了航空工业从国内

企业到跨国公司的跨越。”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副总经理陈元先说。

“将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开放发展与自主创新”——这是航展上中

国参展企业最常提及的高频词和关键词。

“核心技术买不来、要不来、等不

来，‘卡脖子’的短板让我们更加坚定了

要走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独立自主

创新之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

理李立功表示，通过航展，大家进一步

了解了我们在最尖端领域和关键核心

技术上的进展与突破，让世界能够更加

理性、全面地看待开放的中国，也更加

敞开胸怀与我们交流合作，这将最终让

我们加速迈过核心技术“关键坎”。

让国产大飞机早日冲上云霄，曾是

无数中国航空人的梦想。由于历史原

因，中国曾一度被讽刺为“没有翅膀的

雄鹰”。此次航展上，先后首飞成功并

逐渐羽翼丰满的国产大飞机“三兄弟”

运 20、C919、AG600 再度同台亮相。继

它们之后，CR929 宽体客机、通用型运

输机运 20F100 又进一步揭开神秘面

纱。未来，人类的蓝天舞台上，将有更

多国产大飞机的身影。“事实证明，‘造

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只会阻碍我

们前进的脚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民

机部项目办主任冷毅勋说。

不久前，在湖北荆门成功完成水上

首飞的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再次回到“老家”珠海，在它的主场完成

了荣归首秀。这架被称为“争气机”的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几乎所有部件均实

现国产，是名副其实的自主研制。

无论是其装配的国产涡桨6发动机

还是先进的气水动布局、世界最高的飞

机起落架……“AG600的研制成功，再一

次证明了走独立自主路线的可行性和必

要性。我们在独立自主研发之路上，决

不能‘翻烧饼’般老是翻来覆去，要有持

之以恒的信念和决心。”冷毅勋说。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本届航展

上，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展厅内，一

幅巨幕天顶屏幕上反复播放着新中国

刚成立时的场景：飞机编队从天安门上

空飞过，接受检阅，但没有一架是我们

自己造的。从一架国产战机都没有，到

如今两型四代、20系列、国产大飞机家

族等一系列全国产明星机型携手亮相

珠海航展，中国航空工业走过了近70年

风雨无阻的奋进之路。

中国航空航天科技从无到有、从有

到强，筚路蓝缕，但未来可期。据新华社

“扎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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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惊艳亮相、歼
20战机编队飞行、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首
次集体亮相、高速飞行列车初露真容……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
航展）正在广东珠海举办。经过20多年的
努力，珠海航展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
空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为推动世界航空
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航空航
天大国如何强起来？核心技术如何更好
实现自主可控？聚焦本届航展，探访大国
重器“扎堆”亮相背后的“必然”。

未来可期：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创新之路

扎堆亮相背后的“必然”

闹乌龙

美国政府 5 日重新启动对伊朗能

源、金融等领域制裁，美国财政部继而

发布最新制裁清单，号称“史上最长”，

超过700个实体和个人“榜上有名”，包

括50家伊朗银行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不

少飞机和船只。

美联社 6 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

道，清单上一些制裁对象令人摸不着头

脑。例如，伊朗塔特银行 2012 年倒闭；

巴拿马籍油船“桑吉”轮今年1月撞船沉

没；伊朗航空公司旗下多架波音 747 型

客机上世纪70年代出厂，早就处于停飞

状态。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

里夫6日借助社交媒体“推特”嘲讽美国

玩“心理战”，利用电视大张旗鼓地宣扬

所谓极限施压，结果却针对“一家6年前

倒闭的银行，还有一艘已经沉没的船”。

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告诉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美国人以为

把制裁清单弄得越长，就越有打击效果”，

不少伊朗官员却觉得制裁力度“没有先前

预期的那么大”。贾汉吉里提醒民众警

惕，美方试图以“心理战”损害伊朗经济。

非儿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首次把伊朗原

子能组织、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清

单，显示制裁力度确实非同一般。

过去，美国曾经把伊朗原子能组织

一些下属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但没有直

接制裁伊朗原子能组织。美国总统特

朗普5月下令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和恢复对伊制裁。首批制裁8月7日重

新启动，涉及伊朗金属、矿产、汽车等非

能源领域；第二批制裁本月5日重启，涉

及伊朗能源、金融等领域。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声称，美方制裁下，伊朗方面平

均每天少出口100多万桶原油。

不过，贾汉吉里6日说：“到目前为

止，我们卖掉了足够多的石油，能够满足

（财政）需求。” 据新华社

广东省纪委监委7日对外通报，经广东省

委批准，广东省纪委监委对珠海市委原副书

记、市政府原市长李泽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泽中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超标

准乘坐交通工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公款报销个

人费用，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收受礼金；滥用

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涉嫌

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犯罪；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根据相关规定，经广东省纪

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经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李泽中开除党籍处分；由广东省监

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据新华社

玩的只是“心理战”

伊朗嘲讽美国制裁

伊朗政府多名官员6日“嘲讽”
美国政府前一天加剧制裁，制裁清
单却列出一家数年前倒闭的伊朗银
行和今年沉没的一艘伊朗油轮，与
其说是重击伊朗经济，不如说是玩

“心理战”。

广东珠海原市长李泽中
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分裂国会”的结果，基本符合美

国中期选举的历史定律。美国政治

生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刁大明说，这次选举投票率非常

高，显示两党基本盘的巩固和归位，

自由派选民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

保守派选民同样用选票“保卫特朗

普”。民主党能够夺回众院，主要赢

在大都市郊区，并且争取到女性、年

轻人和拉丁美洲裔选民支持。

在他看来，民主党在众议院优势

不大，相比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一

举夺回64席、1994年净胜50多席，今

年没能形成“翻盘浪潮”。由于参议

院只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席，民主党压

力更大。共和党在北达科他、印第安

纳等原本就偏保守的州卷土重来，并

不意外。至于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两

年后的总统选举，刁大明认为，两者关

系不大。2010年、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

党优势明显，时任总统民主党籍的奥巴

马、克林顿依然较为轻松地赢得连任。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

地执行副主任王栋指出，尽管民主党

夺回众议院，两年前总统选举时“特

朗普现象”背后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

化、反移民等社会情绪还在，美国政

治和社会更保守、更封闭的倾向并未

改变，这会影响国家今后发展。民主

党难以扭转这一趋势，甚至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予以迎合。 据新华社

据美国多家媒体6日晚报道，
民主党在当天举行的中期选举中
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则
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
美国国会将再度进入“分裂”时代。

这次选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女性竞选和当选者人数空前，至少
85名女性当选联邦众议员，刷新历
史纪录。

这次中期选举中，国会众议院全

部435席、参议院全部100席中的35席

面临改选。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日凌晨（北京

时间7日下午），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多

数席位应无悬念。美联社报道，共和

党对民主党至少可以维持 51∶49 的优

势，仍将是参议院多数党。

民主党预期可以拿下众议院多数

席位。一些政治分析师说，民主党要

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除了守住原本

占据的席位，还需从共和党手中夺取

23 席。截至 6 日晚，夺取 23 席的目标

已经实现。

只是，民主党要获得众议院的简

单多数席位，必须赢得218席，而计票

尚未完成，一些州选情胶着，媒体持续

关注民主党何时斩获 218 席。一旦民

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优势，特朗普政

府今后两年推行政策势必受到掣肘。

按美联社的说法，截至7 日凌晨，

共和党与民主党均可宣称“夺取部分

胜利”。共和党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 6 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今晚，巨大胜利。谢谢大家！”

截至 7 日凌晨的计票显示，国会

众议院将迎来至少85名女议员，刷新

历史纪录。另外，在地方层面的州长

选举中，女性同样有不俗战绩。

不少人注意到，这次国会中期选

举中，女性竞选人的数量大幅超过以

往，其中不少女性在党内预选阶段击

败白人男性对手。女性为竞选人捐

款的数量和影响力不容小觑，明显超

过历届选举。

民主党籍候选人、现年44岁的艾

安娜·普雷斯利成为马萨诸塞州第一

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黑人女性。她

得知自己胜选后说：“许多富有远见

的勇敢女性挺身而出，竞选公职。我

极为荣幸，与她们一同列入选票、成

为候选人，一同出现在竞选舞台。”

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女性候

选人唐娜·沙拉拉击败2名女性对手，

当选联邦众议员。沙拉拉说，3 名女

性争夺一个议席的局面激动人心，

“今年是女性之年。女性愿意挺身而

出，这不容小觑，不管她们是共和党

人还是民主党人。”

州长竞选中，44 岁的斯泰茜·艾

布拉姆斯正在角逐佐治亚州州长一

职。如果她胜选，将成为美国首名女

性非洲裔州长。

新闻分析

美国政治生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两党各有斩获

女性脱颖而出

日本邮政公司7日开始尝试用无人机在

福岛县进行投递，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难题。

这是日本快递业在政府放宽对无人机限制后

首次用无人机进行投递。

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邮政公司的话报

道，无人机飞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54公里，

载重最多2千克，一旦正式投入使用，将每月

工作6天、每天最多往返两趟。日本政府9月

放宽对无人飞行器的限制，以帮助交通运输

企业应对人手短缺问题。放宽管制前，无人

机飞行时必须确保有专门人员操作，且不能

离开操作人员视线。依据新规定，运营商首

先要采取措施确保无人机飞行安全，例如在

无人机上安装摄像头，然后可以让无人机长

距离飞行。 据新华社

法国南部城市马赛3栋楼房5日坍塌，多

人身陷废墟。救援人员6日白天从废墟中找

到2名男子和1名女子的遗体，当天晚间找到

另外1名女子的遗体。

地方检察官格扎维埃·塔拉伯说，死者身

份有待确认。坍塌楼房高5层或6层。多名目

击者说，坍塌持续时间“不过几秒钟”。

马赛市官员说，暂时不清楚楼房坍塌原

因以及有多少住户。该空置公寓先前被认为

建筑质量不达标。

诺阿耶区位于马赛市中心，许多建筑“破

旧”，居民多为蓝领阶层。一份2015年政府报

告显示，马赛市至少10万人住在威胁健康和

人身安全的房屋里。

马赛市政府认定这起坍塌事件可能由强

降雨引发，下令疏散住在附近的100户居民，

以防再次出现险情。但是，部分居民认为，事

件再次暴露这一社区建筑质量差。 据新华社

日本

邮政公司尝试无人机投递

中期选举落幕

美国迎来“分裂”国会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选举每四年举

行，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其中一次国

会选举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称中

期选举。

中期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 435 个

议席。参议院改选大约三分之一，今年

有 35 席面临改选。另外，今年中期选

举改选美国50个州的36个州长职位，

三处海外属地的行政长官，华盛顿、旧

金山、芝加哥等主要城市的市长，以及

全美99个州立法机构中的87个。

从历史上看，中期选举一般不利于

总统所属政党。自19世纪60年代南北

战争结束以来，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

举中平均会失去 32 个众议院议席和 2

个参议院议席。

背景资料

▲

11月6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航展现场进行飞行表演

1111月月66日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掩映在树木之间国会山掩映在树木之间

“陆海空天电”全聚首闪耀珠海航展

大国重大国重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