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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12月1日电 记者1日
从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60辆北京燕房线地铁列车将交
由长客制造。这是中国大陆首批符合自
动化等级最高标准的全自动地铁列车，
可实现无人驾驶。首辆车将于明年5月
交付。

据介绍，此批“无人驾驶”地铁车采
用IEC62267标准中规定的GOA4级全
世界最高自动化等级进行研发设计，无
需司机和乘务人员介入操控，即可实现
列车自动唤醒、自检、自动发车离站、上

下坡行驶、到站精准停车、自动开闭车
门，完成运营后自动休眠等全套操作。

这一批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为
80km／h，不锈钢车体，最大载客量为
1262人。列车造型灵感来自海豚，设计
师根据仿生学将海豚的灵动外形幻化到
车头设计中，以降低空气阻力。车灯的
设计灵感来自长城城墙，车身色带局部
也采用“城墙”的图案形式，与车头相呼
应，洋溢着北京古城的韵味。

无人驾驶地铁车在运行中会根据即
时发生的情况，第一时间由电脑程序自

动反应并作出“决策”。除了能够有效减
少因司机的人为参与而对停站时间和运
营效率带来的影响，缩短行车间隔，全自
动“无人驾驶”列车也不会因司机疲劳、
突发疾病或其他情况而对运行带来影
响。

2002 年，世界上第一条“无人驾
驶”地铁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投入使
用。目前，全球多个大都市都应用了全
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如法国巴黎和里
昂、德国纽伦堡、巴西圣保罗、西班牙巴
塞罗那等。

中国无人驾驶地铁车将驶入北京
首辆车将于明年5月交付

这是蒙河铁路首趟列车开进河口北站（12月
1日摄）。

当日，蒙（自）河（口）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蒙
河铁路是中越国际铁路通道国内段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投入运营标志着中越国际铁路通道国内段
全线贯通。 新华社发（李炎 摄）

12月1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
英（前左）及其亲属在仪式上祭拜遭侵华
日军杀害的亲人。

当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家祭
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冥思厅门前举
行，部分死难者遗属参加仪式，祭奠遭侵
华日军杀害的亲人。

据悉，从12月1日至12月20日，部
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家庭将陆续参
加家祭活动，通过上香、献花、诵读祭文
或家信等多种形式，悼念在南京大屠杀
中遇难的亲人。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遗属
家祭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胡
浩）2014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
暨“美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健康
大使青春校园行”启动仪式30日在北
京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
强在启动仪式上介绍，自我国1985年
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至今年

10月底，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
病人已达49.7万例，死亡15.4万例。

据介绍，目前我国疫情主要呈现四
个特点：一是全国疫情整体保持低流行
状态，但部分地区流行程度较高；二是
经静脉吸毒和经母婴传播降至较低水
平，经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三是

各地流行模式存在差异，中老年人、青
年学生等重点人群疫情上升明显；四是
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数明显增多，发病
人数增加。

今年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仍为“行动起
来，向‘零’艾滋迈进”。

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

49.7万例

新华社郑州12月1日专电（记者
宋晓东）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艾
滋病日”。记者从河南省疾控中心了
解到，截至今年10月31日，河南省已
累计确认艾滋病感染者63940例，感
染人数不断增加，疫情向普通人群扩
散风险进一步增加，学生群体患病人
数显著增加。

河南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前10月，河南省新发现报告
HIV／AIDS病例共3952例，比去年
同期增长17.44％，感染人数不断增
加，艾滋病疫情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今年前10月，性传播感染占全部艾滋
病报告病例96.31％，较去年同期增加
了21.13％，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此外，河南省疾控中心统计数据
显示，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呈现多样化
趋势，疫情向普通人群扩散的风险进
一步增加。其中，学生患病人数相较
往年有显著增加。据统计，今年1－
10月份，河南省有近90例青年学生
患病，其中将近60例是男男同性恋传
播。

目前，河南省建有艾滋病病毒自
愿咨询检测（VCT）服务点482个，已
经覆盖全省18个市地所有县区。

河南艾滋病
感染者超6万例

新华社深圳12月1日电（记者冯
璐）12 月 1日是第 27个世界艾滋病
日，来自深圳市疾控中心的最新信息
显示，今年前10个月深圳艾滋病病例
平均年龄比历年累计报告低了2岁，年
轻化趋势初步显现；男男性行为人群
阳性率达10％以上，是近期艾滋疫情
最大增长点。

截至2014年10月底，深圳累计报
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9406例，死亡
263例。深圳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目
前艾滋病疫情报告数量持续增加，干
预难度加大，“近5年来，艾滋病疫情报
告数量平均年递增近20％，今年前10

个月新报告病例较去年同期又增长
29.1％。”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市艾滋病病
例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2岁，平均
年龄33.1岁，比历年累计报告的检出
平均年龄低了2岁，这意味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外，与历年情况类似，深圳艾滋
病感染病例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今
年新报告的阳性病例中，男性比例高
达89.7％，女性仅占10.3％。

从传播途径上看，同性双性性传
播首超异性性传播。统计显示，前10
月的报告病例中，深圳经性途径传播

比例达92.8％，其中同性／双性性传
播占总病例总数的48.8％，首次超过
异性性传播的占比（44％）。同时，经
静脉吸毒途径感染病例占比逐年递
减，从2008年以前的40％左右降至今
年的5.9％。

据深圳市疾控专家介绍，连续多
年的哨点监测结果提示，深圳普通人
群的HIV感染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
平，总体检测阳性率在0.1％－0.15％
之间，但男男性行为人群阳性率连续
超过5％，近年已达10％以上，是近期
艾滋疫情最大的增长点和未来防控工
作的重中之重。

深圳艾滋病年轻化趋势初步显现
男男同性传播增长迅猛

12月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
坪步行街，艾滋病携带者箫雪（前右）
在参加世界艾滋病日防治艾滋病宣传
活动。

箫雪（化名），男，23岁，大专学
历，是一名HIV病毒携带者，同时也
是一名义工。他的人生信条是“勇
敢面对生活”，他的梦想是开一家药
品专卖店，为HIV病毒携带者提供
服务。

箫雪大二时宣布“出柜”，即公开
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不久被确诊感
染HIV病毒。他目前工作于重庆同
心工作组，为HIV病毒携带者提供咨
询、检测工作。他目前唯一的收入是
来自重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补贴，
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箫雪说：“生活中
有很多无奈，但我选择勇敢面对社会
大众，告诉他们我心中有多痛，以我的
经历来告诫他们，希望能以此减少艾
滋病病毒传播的机会。”

新华社发（顾颐 摄）

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我是同性恋者，我是义工

关
注
艾
滋
病
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赵超、
安蓓）记者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
国家发改委近日在门户网站开通了全国
四级联网的全国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
统，消费者价格维权得到强有力保障。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
断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举报平台分
级建设，各地建设程度不平衡，一些地
方设置了很多分散的价格举报渠道，消
费者不容易找到，还有一些消费者弄错
管辖机关，应该由上级处理的问题却向
市县价格主管部门举报而徒费周折，应
该在当地解决的问题却向上级价格主
管部门举报，增加了批转环节，拖延了
解决问题的时间。

新的举报系统开通后，消费者不需
要再使用各地的举报渠道，也不用担心
弄错管辖部门，只要涉及价格收费问
题，均可登录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举
报，系统将根据管辖分工，快速准确地
将举报问题分配到相应的价格主管部
门处理。此外，消费者可对举报进行自
主查询，随时自主跟踪举报件在哪级价
格主管部门办理及办理结果。

价格举报系统受理的举报主要包
括：虚构原价、虚假打折、虚假优惠、不
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经营者
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价格
干预措施、价格紧急措施的行为，价格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
经营者采取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或者恶
意囤积等手段哄抬价格的行为，经营者
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或者只收费不服务、
多收费少服务的行为，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违规收费行为。

除了网上举报系统，消费者还可以
拨打全国统一的12358价格举报电话，
也可以在智能手机终端下载价格举报
应用程序，快速向系统提交举报材料。

国家发改委开通四级联网
价格举报信息系统

只要涉及
价格收费问题
均可举报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朱佳妮、谭晶
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
对英国议会外委会调查团被禁入境香港一事表
示，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奥塔韦日前称，中
方已经通知他，将禁止外委会调查团入境香港。
奥塔韦称中方反应是“公然对抗”。

华春莹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多次表明，坚决反对
任何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干涉香港事务。关于
英议会下院外委会派团赴港进行所谓“调查”，中
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早已多次向英方表明
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要求其取消赴港计划。“如英
方个别议员执意而为，那才是公然对抗，这不利于
中英关系发展。”

有记者问，中方禁止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调
查团入境香港的做法依据哪些法律规定？

华春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中央政府负责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国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依法处置有关问题。

“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
权。”她说。

另有记者问，此次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调查团
执意赴港“调查”是否已损害或将损害中英关系？

华春莹表示，中方在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上
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与包括英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中方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中方
重视发展中英关系，愿同英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继续发展中英关系，这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对于那些热心、真心促进中英友好的人，中国
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是如果谁想来干涉中国的
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也绝不允许。”华春莹说。

就英国议会外委会调查团被禁
入境香港一事

外交部：不允许谁入境
是中国的主权

新华社台北12月 1日电（记者陈斌华 王
笛）在国民党于日前落幕的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
员“九合一”选举遭遇重大挫败后，台湾行政管理
机构负责人江宜桦1日上午率领机构内的全体政
务官辞职，以示对选民不满当局施政导致国民党
败选负起政治责任。

台行政管理机构即日起进入看守状态，直到
与新任管理机构负责人、副负责人和各部门负责
人交接。江宜桦表示，期间所有部门负责人一定
要坚守岗位，处理好日常政务，至于一些较重大或
争议性的政策，可留到新任部门负责人上任后再
批示。

江宜桦于2013年2月18日获台湾当局领导
人马英九任命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按照相关
规定，马英九将于近期提名江宜桦的接任人选，对
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全面改组。

台湾行政管理机构总辞
进入看守状态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赵晓
辉、陶俊洁）中国证监会纪委1日晚间公
布，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
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则仅有一句话的消息是通过中国
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

此前，李量曾任证监会创业板发行
部副主任，随后在2012年调任证监会机
关党委常务副书记。2013年，李量就任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一职。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
局长李量正接受调查

蒙河铁路开通运营

中越国际铁路通道
国内段全线贯通

新华社天津12月1日电（记者周润健）一个
奇怪又神秘的流星雨——凤凰座流星雨2日将迎
来极大。天文专家提醒说，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
在2日前半夜对其进行观测。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1956年12月5日，凤凰座流星雨曾爆发
过一次，ZHR（极大时假设辐射点位于天顶的每
小时流量）达到300，但从那以后就“低调”了，每
年的ZHR只有个位数。而它的母彗星BIanpain
也只在1819年被观测到一次。

神秘“凤凰座流星雨”
今日光临地球

新华社贵阳12月1日专电（记者江
国成、韩淼）“投入10亿元，重点产业扶
贫，5年人均收入翻番”。这是我国最
大商业地产企业万达集团和国务院扶
贫办、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丹寨县1
日在贵阳签订的一份扶贫协议的核心
内容。

根据协议，万达集团将选择丹寨县
多数农民从事的土猪养殖和硒锌茶叶种
植两个行业投资深加工企业，包括建设
总规模30万头的土猪养殖场和屠宰加
工厂，争取每村建设一个规模土猪养殖
场，每户农民入股，收益归农民；建设一
个万吨规模的茶叶加工厂，对农户种植
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提高农民收益。

全国首个“企业包县
整体脱贫”项目签约
拟投资10亿元

无需司机和乘务人员介入操控，即可实现列车
自动唤醒、自检、自动发车离站、上下坡行驶、到站
精准停车、自动开闭车门，完成运营后自动休眠等
全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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