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 我国

4500 米载人潜水器 7 月 7 日完成

所内研制，并确定了海试方案。

中船重工 702 所 4500 米载人

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介绍， 出所验

收标志着潜水器在制造单位的所有

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潜水器功能、性

能、特性也满足要求，可以满足出海

进行下潜试验的技术状态的要求。

同时，4500 米载人潜水器下一

阶段的海试方案也已确定， 包括下

潜计划、 海试内容等在内的众多细

节均在讨论后得以确认。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 4500 米载人潜水器海试项目

负责人彭晓彤表示， 海试计划在我

国南海海域开展， 时间是 7 月底到

8月初，持续时间大概三到四个月。

———起底“亚欧币”骗局

受叙利亚冲突、 乌克兰局势，

以及美国指责俄罗斯干预 2016 年

美总统选举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美

俄关系当前陷入低谷。 因此，特朗

普上台后与普京举行的首次面对

面会谈备受各界关注。

两人 7日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

小时，大大超过原定 45分钟的计划

时间。 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会谈

涵盖了两国关系诸多方面的议题。

据报道，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

朗普和普京讨论了有关建立冲突

降级区的事项； 在乌克兰问题上，

双方约定为两国协调解决乌克兰

问题的官方代表建立沟通渠道，在

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四方

会谈” 基础上借助美方力量推动落

实明斯克协议； 在网络安全问题

上，两人均认为，当前网络安全危

机日益加剧，两国可为解决一系列

网络安全问题开展合作。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两人会

谈的描述也还相对积极。 他在会谈

后的记者会上说，美俄领导人就两

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交换了

意见，双方“有太多东西要谈，谁都

不愿结束” 。 他形容会谈“非常有

建设性” ，两国领导人“很快就相互

熟悉” ，两人之间存在“明显、积极

的融洽关系” 。

同时，蒂勒森还宣布，美俄两

国及约旦就在叙利亚西南部地区

停火达成一项协议。 他说，这是两

国政府间合作的一个成果，“这表

明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俄可以展开

合作” 。

对此，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资深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两国开

始携手解决叙利亚这一敏感问题的

积极信号。 美方期望通过此次会谈

在特朗普与普京之间建立良好的私

人关系， 从而推动两国在诸多问题

上的合作。从这一角度看，此次会谈

取得了预期效果。

不过，不能忽视的是，美俄在

很多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两

国领导人会谈并未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关于美国指责俄干预美

总统选举一事，蒂勒森说，双方就

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

讨论。 特朗普在会谈过程中“不止

一次” 向普京提及此事，但普京否

认俄方干预了美总统选举。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

后对记者表示，特朗普已接受普京

否认俄方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说

法。 对此，美方官员予以坚决否认。

蒂勒森承认，这一问题可能是

两国目前“难以解决的分歧” 。他虽

然表示美方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推进

两国关系上，但也同时强调，这并不

意味着美方已放弃追究此事。

对于美俄关系的前景， 很多专

家的看法并不乐观。

俄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世

界政治系副教授苏兹达利采夫认

为，受制于国内政治压力，特朗普会

对俄展现强硬姿态， 显示他是能牵

制普京的“领袖” 。而普京不会在包

括叙利亚、 朝鲜半岛和乌克兰在内

的任何问题上让步， 因为这会被解

读为他的外交失败， 盟友和国内民

众都无法接受。因此，会谈后俄美关

系僵局仍将继续。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一年时间，发展会

员 4.7万余人，涉及金额 40.6 亿元。

海口市警方近日破获一起以网络虚

拟货币“亚欧币” 为名的特大网络

传销案，涉及人数之多、金额巨大令

人惊讶。

今年 1月， 海口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举报， 海南跨亚欧网

络竞技有限公司涉嫌利用网络进行

经济犯罪， 其经营的网络虚拟货币

“亚欧币” 属于典型的网络传销骗

局。

海口市警方侦查发现，2016 年

4 月， 犯罪嫌疑人夏某荣在海口市

工商局注册成立海南跨亚欧网络竞

技有限公司（简称跨亚欧公司），以

经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名义与刘

某等人在海口市运营“亚欧币” 项

目。 “亚欧币”实际为虚拟产品，夏

某荣和刘某等人编制各种身份做虚

假宣传， 通过发展会员方式吸收会

员资金。

经警方调查， 跨亚欧公司吸引

会员通过“内盘”和“外盘” 途径购

买“亚欧币” 。 内盘的操作模式是，

内盘会员的注册必须由代理商（上

线）推荐且至少购买价值 1 万元人

民币的“亚欧币” 。 内盘会员购买

“亚欧币” 成功后即冻结所有亚欧

币，250 天才能解冻完毕，解冻后才

能转到外盘提现或交易。 内盘每十

天固定涨价一次，会员以此获利。

外盘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提现内

盘的“亚欧币” ，内盘会员经外盘管

理员审核通过后即可提现， 同时外

盘也兼备单独买卖、炒作“亚欧币”

的功能。外盘市场价格不固定，跨亚

欧公司通过人为操作来控制价格，

总体价格呈上升趋势来吸引更多的

人来投资。

据警方统计， 跨亚欧公司仅一

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多个省市发展

内、外盘会员 4.7 万余人，涉案金额

40.6亿元。

警方介绍， 跨亚欧公司的经营

模式是典型的传销模式， 其组织架

构严密，分层级代理，最终收集的资

金都转入夏某荣等人的私人账户。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

统普京 7日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

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谈。 双方讨论

了叙利亚、乌克兰、反恐和网络安

全等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特朗普和

普京在叙利亚停火问题上取得一定

共识，但美俄之间在干预美国大选等

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关系

僵局难以迅速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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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普”首会 俄美僵局难破

美俄之间在干预美国大选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

”

达成一定共识

仍存严重分歧

4万多人如何被骗40亿？

据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印

度军队 8 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

交火, 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方开

火并造成人员伤亡。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在

一份声明中说, 印度军队当天在

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向巴方

一侧“无故” 开火,导致两名巴平

民死亡,另有 3人受伤。

声明说, 印军使用轻重武器

和迫击炮等向实际控制线巴方一

侧“无故” 开火,巴军随即进行了

有效回击。

当天, 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

印度驻巴基斯坦副高级专员以示

抗议,并表示,印军“故意以平民

作为目标, 违背了国际人道主义

法则,应受到谴责” 。

印度国防部发言人马尼什·

梅赫塔 8 日则称, 巴基斯坦军队

当天早晨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开

火,印度军队对此进行了回击。

据印度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

军队当天早晨使用重型迫击炮对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哨所和村庄

进行射击, 造成一名印度士兵和

他的妻子死亡。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为争

夺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过两次战争。

2003年,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

线一带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双方

仍时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7 月 7

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的第 41 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 青海可可

西里申遗项目获表决通过， 成为青

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平均海拔 4600米以上。可可西里腹

地为无人区， 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与

此相适应的植被类型， 为藏羚羊等

青藏高原特有哺乳动物提供了完整

的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青海可可西里申遗项目于

2014 年底正式启动，覆盖总面积约

600 万公顷， 涉及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全部、 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

一部分。

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一代代可可西里人为反盗猎和反盗

采付出心血，甚至生命。 1994 年时

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

记的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为抓捕盗

猎分子牺牲， 成为中国首位献身生

态保护的政府官员。

“可可西里申遗的成功，将从

更高的层面保护这片净土， 这是中

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 曾参

与可可西里考察的北京大学保护生

物学教授吕植说。

可可西里

申遗成功

成为青藏高原首个世

界自然遗产地

克什米尔地区

巴印发生交火

双方互有人员伤亡

据央广网消息 据经济之声

《天下财经》报道，从人才到交通，

京津冀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未来，

从雄安到北京和天津， 将不只有高

铁和高速公里，还会有水路。

根据最新报道， 河北省交通部

门正研究论证在雄安新区建设京安

运河、保天运河两条运河，分别通往

北京和天津。 其中京安运河大约

230公里，保天运河大约 200公里。

雄安新区有望

开挖两条运河

分别通向北京和天津

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

月底在南海海试

普京和特朗普会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