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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务亮相
阿布扎比防务展

计划2020发射探测器探测火星后

中国将瞄上太空游荡
中国计划 2020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同时将目光投向游荡在太空里的
“流浪者”。科学家近
日透露，中国正筹划在火星探测计划后，去探测小行星。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布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在介绍未来 5 年深空探测的主要任务时也提及小行星探测。
中国深空探测科学目标论证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季江徽说，
专家组论证了中国未来 20 年深空探测的主要科学目标，目前基本确定紧随火星探测计划的是
小行星探测，
之后是木星及木卫系统。

小行星

2 月 19 日，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
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前左）参观
中国防务展区。当日，第十三届阿布扎比国际
防务展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开
幕。由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的 8 家军
贸公司以
“中国防务”
国家展团形式参展，
参展总
面积达 1458 平方米，
为历年之最。 新华社发

目标 选三颗近地小行星开展探测
小行星一般是指围绕太阳运行
的体积较小的岩石或金属天体。绝
大多数小行星分布于火星和木星轨
道之间的主带区域。由于质量较小，
大多数小行星的形状很不规则。这
些体积虽小又无大气的小行星上可
能蕴含了地球生命和水体起源的重
要线索，同时也蕴藏着太阳系形成初
期的原始信息。对小行星的研究具
有重要科学价值。一些小行星轨道
与地球轨道接近或相交，存在与地球
相撞的可能性，对地球与人类安全构
成潜在危险。
“专家们的计划是发射一颗小行

星空间探测器，对三颗近地小行星开
展飞越、伴飞、伴飞附着探测。附着
就是要落在小行星表面，进行原位采
样分析。”
季江徽说。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日本的
探测器在小行星上着陆过。日本的
隼鸟一号探测器曾在丝川小行星上
着陆并采样返回。
“2017 年，中国将发射嫦娥五号
探测器，如果嫦娥五号能够成功从月
球采样返回，就说明中国具备从其他
天体采样返回的能力。未来中国有
可能像日本一样从小行星采样返回，
在地面上的实验室里分析取回的样

品。”
季江徽说。
季江徽说，探测的首选目标是对
地球构成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评估它
们撞击地球的概率；其次是研究小行
星的形成和演化，从而研究太阳系的
起源、演化；再次是探索地球生命和
水的起源。
他介绍，中国科学家拟选择三颗
很特别的近地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
目前设想对阿波菲斯小行星进行伴
飞探测，对 1996 FG3 小行星进行伴
飞并附着探测，另外根据探测器的发
射窗口选择一颗近地小行星开展飞
越探测。整个探测任务约持续 6 年。

日本对中越等5国
留学生强化入境审查
据《西日本新闻》20 日报道，日本法务省入
国管理局 2 月向几所日本当地日语学校通报，
称今后会对中国、越南等 5 国留学生采取更加
严格的入境审查制度，要求这些日语学校在接
收留学生时让对方提供包括银行账户流水、存
折复印件等新的财产证明材料，否则不予批准
入境，
以此防止留学生在日非法滞留。
日本法务省将中国、越南、尼泊尔、缅甸、斯
里兰卡 5 国留学生列入强化入境审查名单。
不过，
因划定对象时缺乏公正客观依据，该
举遭到当地语言学校批评。
据法务省统计，2015 年非法滞留日本的韩
国人最多，但韩国并不在强化入境审查名单之
列。对为何忽略其他国家，选择中越等五国作
为严控对象，
日本国内业界对此表示疑惑。
法务省的这项新举措从 3 月中旬开始实
施，部分赴日留学申请已经受到影响。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预警 应对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
阿波菲斯小行星于 2004 年被发
现，其最大直径约 394 米，宽度超过
两个足球场。专家测算，阿波菲斯将
于 2029 年 4 月 13 日和地球“擦肩而
过”，距离地球表面 3 万多千米，比月
球距地球近得多，届时将裸眼可见。
由于它的运行轨道被地球引力改变，
它将于 2036 年再临地球。
“阿波菲斯”是埃及神话中的毁
灭之神，以此命名是因为科学家曾认
为这颗小行星对地球威胁很大，全球
有 100 多个科研小组在对它研究。
不过，目前科学家测算它撞击地球的
概率微乎其微。
尽管暂时不必为阿波菲斯担忧，

但科学家估计在地球附近存在着 30
万颗直径在 40 米以上的近地天体，
目前只发现了约 3％。这使得国际社
会愈发重视近地小行星对地球和人
类生存的威胁。2013 年 12 月，联合
国大会批准成立国际小行星预警网。
2017 年 1 月下旬，
作为该预警网
的成员，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
镜发现了三颗近地小行星，分别是：
2017 BK3、
2017 BM3、2017 BL3，
其中 2017 BL3 是一个有潜在威胁
的近地小行星。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最近
发布《国家近地天体防备战略》指出，
近地天体作为一个潜在威胁，可能对

全球环境、经济、地缘政治造成严重
灾难。2013 年 2 月 15 日，俄罗斯车
里雅宾斯克陨石事件，致使 1200 人
受伤，
近 3000 座建筑受损。
季江徽说，面对近地天体的碰
撞威胁，不仅需要在地面建设专门
的望远镜组成监测预警网络，还需
开展空基近地小行星全面普查，更
需要发射小行星探测器近距离详细
勘查，了解其物理特性、内部结构与
成分等。
他说，中国开展小行星深空探测
将有助于更好的了解近地天体的基
本特性，便于将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
施来防御、减缓或消除碰撞威胁。

探秘 或许能发现地球生命起源的秘密
科学家认为，1996 FG3 小行星
上或许能发现地球生命起源的秘密。
季江徽说，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目
前有两种理论，一种是生命孕育于地
球自身，另一种是来自外太空。科学
家找到的许多陨石上含有有机物，被
认为与生命起源有关。另外在很多小
行星上还发现了水，
有科学家认为，
地
球上的水可能来自小行星或彗星。

“为什么 1996 FG3 小行星被认
为与生命有关呢？因为科学家已经
在地面上对它做了大量的天文观测，
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它是一颗碳质小
行星，很可能含有生命起源所需的有
机组分。”
季江徽说。
他说，碳质小行星在火星与木星
轨道间的主带非常多，但是在近地小
行星中不多见。这些小行星可能受

到大行星的引力扰动离开了主带，以
及由于各方向受到不均匀的热辐射
而获得动能从而拉近它们与地球的
距离。
季江徽介绍，紫金山天文台与国
内有关单位已合作完成了小行星采
样一体化装置原理样机的研制，这为
中国未来小行星原位采样提供了有
力保障。

实践 中国已飞越过“战神”
小行星
其实，中国早已飞越探测过
光学图像，第一次将其表面特征
一颗小行星。
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它好似一块生姜，也像一颗
目前天文学家虽然观测了很
奇形怪状的花生，是一颗以西方
多小行星，但是空间探测并拍摄
神话中战神“图塔蒂斯”命名的
到照片的并不多，只有十多颗。
小行星。图塔蒂斯是一颗对地
季江徽团队与合作者对图塔蒂斯
球构成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
开展了深入研究，一系列文章发
在 2012 年之前每 4 年接近一次
表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期刊
地球。
《科学报告》及《英国皇家天文学
2012 年 12 月 13 日，中国第
会月刊》上。
二颗月球探测器嫦娥二号圆满
科学家发现，图塔蒂斯由较
完成探月既定任务和日－地 L2
小一端的“头部”与较大一端的
点 试 验 任 务 之 后 ，在 距 地 球 约 “身体”组成。根据图像估算，它
700 万 千 米 远 的 深 空 ，以 每 秒
长约 4750 米，宽约 1950 米。科
10 千 米 的 相 对 速 度，从图塔蒂
学家还研究了它为何能在太空中
斯小行星身边飞奔而过，距“战 “翻跟头”；揭示了它表面的大部
神”最近的距离约为 770 米。
分碎石来源于早期图塔蒂斯小行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对小行
星母体形成时的残留碎片，估测
星的飞越探测，也是国际上首次
了其表面撞击坑的年龄约为 16
实 现 对“ 战 神 ”的 近 距 离 探 测 。
亿年。
记者喻菲
这次探测拍下了这颗小行星的
（新华社北京 2 月 20 日电）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称

死亡男子为金正男的
说法毫无根据
据新华社吉隆坡 2 月 20 日电 （记者刘彤
林昊）马来西亚外交部 20 日召见朝鲜驻马来
西亚大使，称朝方对马方调查朝鲜籍男子死亡
事的指责毫无根据。朝鲜大使则发表声明回应
称，朝方不信任马方的调查。
本月 13 日，一名朝鲜籍男子在吉隆坡死
亡。事发后，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音译）
公开指责马方在调查中“有所隐瞒”且故意拖延
交还死者遗体。姜哲说，在朝鲜大使馆根据死
者护照信息确认其为朝鲜公民金哲的情况下，
马来西亚警方仍不移交遗体，要求使用死者家
属 DNA 样本验证，表明背后存在政治图谋。事
件走向清晰表明，马来西亚与韩国合谋试图将
事件政治化，朝方已正式向马方提议进行联合
调查以对事件予以澄清。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 16 日说，死亡男子
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对此，
姜
哲称，
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朝方已于 18 日提交正
式文件，
使馆除死者护照上所写
“金哲”
之外并不
知道其他任何名字，
马来西亚副总理的言论表明
马来西亚与事件的韩国密谋者关系密切。

比尔·盖茨：
机器人应纳税

希特勒专用电话机拍卖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税单将是阻止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岗位的杀
伤性武器。他说，
如果机器人将大范围取代人类工作岗位，
那它们至少应为此买单。

57％的工作岗位有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

机器人咖啡 一分钟一杯
从点单到一杯热气腾腾的浓缩咖啡到手，全程只需一分
多钟，制作过程中还能看到“咖啡师”炫酷的热舞。近日首次
在贵阳一家商场亮相的机器人咖啡 Boxbot（简称“小咖”
）成
为焦点，围观品尝它
“手艺”
的市民络绎不绝。
新华社发

现年 61 岁的盖茨告诉美
国“石英”财经网站记者，人类
工人需要缴纳各种税，如所得
税和社会保障税等，
“ 如果一
个机器人在工厂做与某个工
人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应按同
等水平向它征税”
。
盖茨认为，尽管一些工作
岗位可能被机器人取代，但人
们可以在那些所需技能机器人
无法复制的领域继续工作。他
说，世界需要抓住机遇解放劳
动力，
让人们从事更好的工作，

例如关爱老人和帮扶特需群
体，
“在这些领域，人类具有独
特的同情心和理解力”
。
盖茨认为，在今后数十年
间，自动化改变生产线的速度
将超过 20 世纪。
英国牛津大学近期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成员57％的工作
岗位有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
行预测，
1500 万个英国工作岗
位在自动化浪潮中危在旦夕。

成交价逾24万美元

向雇用机器人员工的企业征税十分必要
美国白宫去年预测，机器
人取代时薪低于 20 美元以下
岗位的几率为 83％，取代时
薪介于 20 美元至 40 美元之
间岗位的几率为 31％，取代
时薪超过 40 美元岗位的几率
仅为 4％。
在盖茨看来，向雇用机器
人员工的企业征税十分必要，
以期放缓这一艰难的过渡。
机器人税最主要的拥趸
之一，是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
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阿

蒙呼吁法国对机器人征税，部
分税收用于补贴全民基本收
入保障。
英国《泰晤士报》20 日报
道，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和硅
谷大佬支持推出全民基本收
入保障，以化解自动化引发的
大范围失业。
反对机器人税的人士则
认为，自动化即使在短期也可
以借助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的
就业岗位。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9 日电 一部希特勒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布命令的专用电话机 19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 24.3 万美元（约合 167
万元人民币）的拍卖价成交。
由美国马里兰州亚历山大拍卖行拍卖的这
部电话机起拍价为 10 万美元，预估价在 20 万
至 30 万美元之间。拍卖行没有透露这位通过
电话竞拍成功的买家的身份。
这部 70 多年前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塑料材
质转盘拨号电话机原本是黑色的，纳粹德国国
防军把这部电话机送给希特勒后，被涂成深红
色，并且刻上了希特勒的名字。这部电话机上
还装饰有纳粹党的党徽和第三帝国的鹰徽。
亚历山大拍卖行说，在二战的最后两年，希
特勒的绝大部分命令都是通过这部电话机发出
的，这些命令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广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海南德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十五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拟对所持有的海南德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十五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73749.40万元，
包含债权15 户，
涉及本金折合人民币108037.55 万元，
接收利息65711.85 万元（本金余额截止2016 年12 月20 日），
分布在海南省的海口、
儋州等两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司可
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
债权资产
债权资产
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序号 债权名称
分布地区
金额占比 序号 债权名称
分布地区
金额占比
（本金，万元）
（本金，万元）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1
海南省海外经济贸易总公司 海口
10359.16
9.59%
9
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
海口
19559.91
18.07%
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
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2
海南特区对外贸易总公司
海口
2024.56
1.87%
10 海南汇隆进出口贸易公司
海口
3237.78
2.99%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
3
海南省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 海口
19737.99
18.24%
11 海南永成物业发展总公司
海口
10495.43
9.70%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
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
4
海南省民族对外贸易总公司 海口
7718.67
7.13%
12 海南龙苑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
2244.47
2.07%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5
儋州市洛基乳胶厂
儋州
50.00
0.05%
13 海南新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
1775.41
1.64%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6
海南瑞银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
6550.04
6.05%
14 海南昌隆进出口贸易公司
海口
1405.03
1.30%
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7
海南瑞银燃化有限公司
海口
11237.99
10.38%
15 海南德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
6400.00
5.91%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8
海南旺源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
5241.11
4.84%
合计
108037.55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
■■■■■

■■■■■

联系人：
曾先生、周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6563196、66563181
电子邮件：zengxiaowu@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海口市大同路 38 号中银大厦 1008 室 邮编：
570201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809-66563202（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 年 2 月 21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