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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航空快运公司一架客机7日晚在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机场降落时冲
出跑道，摔断成两截，包括飞行员在内的18
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初步调查显
示，这起事件可能与恶劣天气有关。

路透社报道，这架波音737型客机当天
执飞阿联酋迪拜至印度卡利卡特航线，载有
18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另一些媒体报
道，机组人员共7人。这些乘客大部分是因
新冠疫情滞留中东的印度侨民。

当地官员说，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8人
死亡、100多人受伤，伤者全部送到医院治
疗，其中16人情况危急。

印度民航部长哈迪普·普里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说，由于天气状况恶劣，飞行员第
一次尝试降落失败后将飞机掉头，准备反方
向再试一次，结果冲出跑道，坠入跑道旁边
的深沟。跑道位于山顶的一个大平台上，两
边是几十米深的峡谷。

普里说，客机机头着地，整架飞机断为
两截，不过没有着火。他说，客机出事具体
原因尚不清楚，要等调查后才能下结论。民
航部下属的航空事故调查局将发起调查。

航空业分析师马克·马丁告诉美联社，
季风气候造成的能见度低和跑道路面湿滑
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因素。

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救援人员
冒着倾盆大雨从残骸中救出受伤乘客。

卡利卡特机场去年差点发生类似惨
剧。同样是印度航空快运公司的一架客机
降落时机尾着地，所幸机上无人受伤。印度
航空快运是印度航空公司旗下一家廉价航

空公司。
按照路透社说法，7日事件是印度2010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空难。印度航空快运
一架客机2010年5月22日在南部城市门格
洛尔一座机场冲出跑道，坠入山谷，造成
158人死亡。

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1996
年。当年11月12日，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与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在新德里附近哈里亚纳邦上空相撞，两架飞
机上349人全部遇难。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多国专家学者
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拥有广泛的共同
利益，合则双赢，斗则双输，合作是双方唯一
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接受新
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
个经济体，理应坚持平等互惠，以合作而不
是脱钩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为这个世
界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联合国商务理事会前副主席约翰·艾伦
表示，作为一名终生倡导密切美中关系的美
国人，他为40多年来两国共同取得的成功
由衷高兴，同时对美方用负面语言描述中国
感到痛心。“我一直非常欣赏中国人常说的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之间的“利”
一定是来自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两国一
旦进入敌对状态，不仅危害两国和两国人
民，还会危及整个世界。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塞尔韦斯特·沙法
什说，完全同意并支持中方对所谓“美国对
华接触政策失败”论调的反对意见。美国一
些政客持续挑衅中国，希望他们能尽快停止
这种愚蠢行为，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存在的
严重而紧迫的问题。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说，
中美两国本应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与
繁荣，但美国政府却粗暴对待中美关系，与
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是不会成功的。在过去

40多年，正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美关
系才取得了长足发展。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秘书
长钦貌林说，当前世界面临一系列挑战，各
国需要精诚团结共同应对。冷战思维非常
危险，应该摒弃。他赞同王毅提出的为中美
关系树立清晰框架的4点建议，希望美方能
予以积极回应。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
长费尔哈特·阿西夫说，美国政府向中国推卸责
任的做法、咄咄逼人的单边行动以及外交施压，
无不将美方的冷战思维暴露无遗。对于全球
发展进步而言，“新冷战”会是一场灾难。

阿根廷阿中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

朱斯托认为，中美之间当前的摩擦和冲突完
全是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对中美关系、对
世界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以色列前外交官、以色列海法大学副教
授哈洛姆·希尔曼说，中美在经济领域“脱
钩”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避免地缘政治中
的零和博弈。

叙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阿姆鲁·梅克达
德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责任完全在美
方。一些美国政客无视国际规则，不顾
中美长期以来建立的互信与合作，试图
通过打压中国来掩盖自身治理的失败。
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
义本质。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8月8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美国政府宣布对多位中国政府涉港机构
负责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实施所谓
制裁，表示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丝毫不能动
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堵塞有关法律漏洞，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维护的是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
完整以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完全正
当，天经地义。有关立法不影响香港高度
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合法权
益。美方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竭力抹
黑攻击，并出台有关涉港法案，是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做贼心虚，倒打一耙。此次
公布针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多位官员的所谓制裁名单，更是赤
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是对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蛮横、无理、无
耻，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声明表示，事实充分证明，美方正是
“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干扰
者、搅局者和破坏者。中国人民向来不惧
怕任何外部势力的制裁、恐吓和威胁。美
方不要打错了算盘。我们严格实施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可撼动；我们全面准
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针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可撼动；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香港
事务、不允许美国等任何外部势力利用香
港对中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决心坚
如磐石，不可撼动。美方的任何恫吓和威
胁都注定破产，并将自食其果。

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美国政府
对中国政府涉港机构负责人和
香港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

印度客机断为两截 1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全球新冠病例达18902735例
新华社日内瓦 8月 7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 7 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达 18902735
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

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7日
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球
确 诊 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278291 例 ，达 到 18902735
例；死亡病例增加6815例，达
到709511例。

秘鲁国家紧急行动中心7日发布消息说，该国南部库斯科
省奥孔加特区一处森林6日起火，火灾已造成8人死亡，40人受
伤，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这是8月7日在秘鲁南部库斯科省拍
摄的火灾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

我国拟禁止损害国旗尊严行为
新华社北京 8月 8日电

倒挂国旗、随意丢弃国旗、国
旗国徽及其图案被用于商业
广告……这些行为有望被法
律禁止。8日，国旗法修正草
案和国徽法修正草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

国旗法修正草案规定，国
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产
品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不得
用于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
的情形；公民和组织在网络中
使用国旗图案，应当遵守相关
网络管理规定，不得损害国旗
尊严；不得倒挂或者以其他有

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
国旗；不得随意丢弃国旗；大
型群众性活动结束后，活动主
办方应当妥善处置活动现场
使用的各类国旗。

国徽法修正草案则明确，
在本法规定的范围以外，不得
随意悬挂国徽或者使用国徽
图案；商标、产品外观设计、商
业广告不得使用国徽及其图
案；国徽及其图案不得用于日
常用品和陈设布置等。

两个修正草案还对国旗
国徽的尺度、升挂国旗和悬挂
国徽的场合、使用国旗志哀相
关制度等作出完善。

继承土地房屋权属或免征契税
新华社北京 8月 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草
案）》8日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拟对法定继承人继
承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草案对免征契税的情形
增加了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
属，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
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成交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草案
明确其具体内容：契税的计税
依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
房屋买卖，为土地、房屋权属
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包
括应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
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此外，草案增加税务机关
对契税纳税人个人信息予以
保密的规定。

美墨边境现“最复杂走私地道”
新华社8月7日电 美国

入境和海关执法局7日说，本
周在美墨边境发现一条还没
建完的走私地道，不但配备水
电管网，甚至还铺设铁轨，简
直太嚣张了！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在一份声明里说，执法人员4
日在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附
近沙漠中发现这处走私地道，
发现它虽然才挖了400米长，
但是通风系统、自来水管道、
电线网络、铁路轨道等等一应
俱全，而且加固甚牢。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官员卡尔·兰德拉姆说，这不

但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中见
过的“最复杂的走私地道”，其
完善和复杂程度就算在美国
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多年来，美国执法人员在
美墨边境发现数以百计地道，
通常是贩毒集团和黑帮偷偷
挖建，用于走私毒品、军火以
及贩卖人口，不少非法移民也
试图经由地道入境美国。

今年 1 月，美国海关与
边境保护局宣称在美墨边境
发现一条迄今最长的跨境走
私地道，总长大约 1300 米，
起始点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
尼亚州。

烟企助力“中国氢谷”建设
（上接第一版）在此大背景下，冰轮凭借

自身在氢能装备开发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
推广方面的优势，联合山东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等多家在氢能装备产业技术研究方面
有突出优势的高校院所，于2019年7月联
合成立山东冰轮海卓氢能技术研究所，并落
户烟台经济的桥头堡——山东自贸区烟台
片区。依托高校技术优势和冰轮集团60多
年来积累的装备制造优势，海卓研究院瞄准
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从制氢、提纯、液
化、储氢和用氢方面，部署氢能装备产业创
新链。同时，他们将研究院设立为独立法
人，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按照以
企业为主体的氢能产业创新载体，开展氢能
产业重大装备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促进氢
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打造高层次的氢能
人才队伍，为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打破垄断
引领国产装备“弯道超车”

“海卓”，直译自氢气英文hydrogen，同
时，因烟台临海，寓意卓尔不凡。

时不我待。冰轮海卓研究院从成立之
初便被冰轮定位于“统筹氢能装备产业发
展”的高度，重点建设氢能技术与装备研发

中心、氢能技术与装备试验中心、氢能技术
与装备科技成果孵化中心、氢能产业成果展
示交流中心和人才引进及培养基地。研究
院集中优势力量针，对氢能装备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进行联合科研攻关，开发安全高效的
制氢、储氢和用氢装备先进技术，及时推进
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做好国际专利申请和布
局，积极抢占氢能装备科技创新制高点。

研究院犹如一剂催化剂，产学研结合的
模式，迅速让“海卓”绽放光彩：突破用于氢
气液化的大型氦气压缩机关键技术，开发
20K温区以下的大型制冷机；攻克氢能燃料
电池配套装备空气供给系统关键技术，开发
出 10余种型号空压机，市场占有率高达
40%以上；研究燃料电池用氢泵关键技术，
氢气循环泵可覆盖燃料电池系统 30-
120kW；开发加氢站高压隔膜氢气压缩机
关键技术研究；研究氢能分布式能源系统关
键技术；研究氢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和加氢
站氢冷却制冷装备……其中，空气压缩机、
氢泵和氢气液化压缩机均已实现产业化。

成立仅一年的冰轮海卓研究院，相关成
果目前已申报发明专利30余项。其中，构
成燃料电池的两大核心部件的空压机和氢
泵市场，前者冰轮占了60%以上市场，后者
市场占比高达80%以上，这也是目前唯一一
家提供氢泵的国产企业。采访中，捷报再
传：得益于海卓研究院的弯道超车，冰轮被

动“走出去”，受邀为世界知名的国外重载车
辆燃料电池公司做样机供货。冰轮还可为

“北方海洋牧场”长岛的渔船，提供替代目前
燃油驱动的新型氢燃料电池动力。

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就相当于打破
了国外的价格体系。鲜明的例子是，燃料电
池的核心部件空压机，以前国外卖给中国是
20万元，在海卓的孵化产品出现后，外企价
格落到了2万元。同样一台空压机，价格降
九成外企还有利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技
术的突破，我们国家会多么被动。

冰轮海卓研究院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
为中国的氢能产业链企业降低了海量成本，
而且，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更是无法估量。

向云飞翔
全产业链助力“中国氢谷”建设

7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2020高工氢
电产业峰会”上，冰轮研究院副院长邢子仪
以“春寒已逝万里晴，秋实迎来满城氢”为
主题，发表了关于氢气循环泵突破核心难
点的演讲，宣布“海卓”正在研发氢气循环
泵二代技术，国内氢能领域再一次因“海
卓”而振奋。

在行业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没有永远
的领先，必须时刻保持走在技术和产品的最

前沿。8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没有让海卓
研究院放慢前行的脚步：现在，他们正在研
发的开发加氢站高压隔膜氢气压缩机关键
技术研究，8月份将进行样机全面形式实验
——这是国内首台90MPA的氢气压缩机。

核心引领的积聚效应正在形成。冰轮
海卓研究院按照氢能制取、运输、储存和应
用四个领域全产业链，设置了氢能技术、能
源技术、环境技术、数字工业技术等研究分
院，目前已孵化注册烟台冰轮冻干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正在孵化的还有烟台海卓氢能装
备有限公司、AMG自控技术烟台有限公
司、海卓数字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贯
穿于氢能全产业链。

在市场开拓方面，母公司冰轮环境目前
在国内有38个办事处，覆盖了全国34个省
市自治区；全球9大工业园区，服务于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为冰轮海卓氢能研究院
拓展氢气市场奠定了基础。

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海卓研究院正在
大步前行：打破氢能产业链条中重大装备的
国际垄断，形成“产业保研发，研发促发展”
的良性循环，实现氢能关键装备的国产化；
两年内，使冰轮成为国内氢能及其他新能源
关键装备技术的核心研发基地；未来五年，
成为国际知名氢能装备供应商，逐步完善并
形成主开发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的氢能及其
他新能源关键装备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西安市中心明秦王府城墙坍塌
新华社西安 8月 8日电

8日上午9时30分许，位于西
安市中心新城广场西南角的
明秦王府城墙发生局部坍
塌，路过的多辆汽车受损。
记者从西安市应急管理局了
解到，坍塌事故造成4人受轻
伤，目前伤者已送至西安市
中心医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
救治。

记者上午在现场看到，发
生坍塌的城墙位于新城广场
盘路与南新街交会处，坍塌
墙体长度约30米，倒塌的城
墙青砖和土方压住城墙下人
行道和新城广场盘路，交通

中断。
据受损车辆车主刘森介

绍，上午9时30分许，自己在
开车行进至新城广场盘路
时，突然看到城墙有倒塌迹
象，情急之下猛打方向避让，
但倒塌的城砖和夯土还是砸
到了车上。

8日发生坍塌的城墙为
明秦王府城墙，秦王府是明
藩王府邸，建于明洪武年间，
距今约600多年历史。史上
经多次改建及拆除，现残存
四面城墙遗迹。2003年明秦
王府城墙被列为陕西省文物
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