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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公司致力于
全球首推“空中出租”

据新华社电 城市的摩天大楼之间，
垂直起降的小型飞行器在天际线上来回
穿梭，人们可以随性出行……这科幻电影
般的画面或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新
西兰航空公司与新西兰西风航空公司 16
日共同宣布，双方已签署协议，致力于在
新西兰推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的“空中出
租”服务项目。

新西兰西风航空公司的空中出租原型
机“科拉”至今已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
区和美国的试验基地进行了累计 700小时
的试飞。它可搭载两名乘客。

据西风航空公司经理安娜·科米尼克
透露，他们就该项目与新西兰航空监管部
门的沟通进展迅速，相信在6年内即可推出
空中出租服务。

“科拉”是无污染、零排放、自动驾驶的
飞行器，两翼共配备了12个小型旋翼，可像
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也可像固定翼飞机
一样借助跑道起飞。在空中时速可达约
170公里，飞行高度在150米到900米之间，
续航里程大约为 100 公里。科米尼克说，

“科拉”可用于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情况下
的短途出行。

西风航空公司是美国谷歌公司联合创
始人拉里·佩奇投资的硅谷飞行器公司“小
鹰”在新西兰的运营商。新西兰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勒克森说，双方将
长期深度合作，确保自动驾驶载人商业飞
行尽早在新西兰成为现实。新西兰研究、
科学与创新部部长梅根·伍兹证实了这一
项目的进展。她说，新西兰致力于在 2050
年前实现全国的零碳排放，为此政府会全
力支持“空中出租”服务早日成真。

地铁争执后患尿毒症女子去世
法院:未让座女乘客无过错

据《华商报》消息 在丈夫和女儿因让
座问题在西安地铁上与一位女乘客发生争
执的第二天，患有尿毒症的徐某因病去
世。因认为是女乘客的原因致母亲未及时
透析，女儿起诉了女乘客。近日西安的法
院审理认为女乘客并无过错。

去年11月，大学生小雨（化名）和父亲张
某、母亲徐某乘坐地铁前往西安市北客站。
因没座位，想到妻子患有尿毒症不宜久站，张
某向女乘客甘某沟通让座事宜。张某用手拍
了甘某的腿，让她让个座，甘某认为即使要让
座也不用碰她，就吵了起来。随后徐某被送
往医院急救。次日徐某因高钾血症死亡。

小雨将甘某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支
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法庭审理查明，
双方引发纷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某与甘
某沟通方式不妥。法庭认为甘某在本次事
件中并无过错。在调解下，甘某主动表示
愿向小雨救济1000元生活费。

家长群里辱骂老师群外攻击
警方:批评教育罚款500元

据《北京晚报》消息 云南警方 10月 15
日消息，近日，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玉带
派出所迅速出警，及时查获1名涉嫌使用电
话、微信等方式威胁学校老师人身安全的
违法人员。

10月11日红塔区一名小学老师打电话
报警称：其被班内的一名学生父亲多次发
短信、打电话威胁和当面恐吓。玉带派出
所民警接警后将王某查获。经查，王某因觉
得新生开学时班主任老师安排家长的相关
准备工作过于繁琐，遂在学生家长微信群里
多次发表辱骂、侮辱老师的言语，还对其他
家长进行语言攻击。班主任遂将王某“踢”
出微信群，王某便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到学
校与老师对峙等方式，多次言语威胁该名老
师的人身安全。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依
法对违法人员王某给予罚款 500元的行政
处罚。王某对其威胁老师的违法行为认识
深刻，并表示将会引以为戒、积极改正。

土耳其调查组进入沙特领事馆
调查记者“失踪”事件

据新华社电 一个土耳其调查小组 15
日晚进入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就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展开
调查。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方调查小组由警
察、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等组成。土
耳其一家新闻网站的直播画面显示，土方人
员乘坐汽车抵达沙特领事馆楼前，领事馆内
还可见到一辆刑侦车。

土耳其警方加强了沙特领事馆周边的
安全戒备，封锁了所有通向领事馆的道路。
土耳其媒体报道说，数小时前，沙特一个由
15人组成的团队在伊斯坦布尔与土方举行
了闭门会谈，沙特团队随后前往沙特领事
馆。土耳其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馆
遇害。沙特政府则坚称卡舒吉已离开领事
馆。日前，土沙两国同意联合调查卡舒吉

“失踪”事件。

美国男子吸毒后
强奸自己刚出生38天女儿
被判244年！

据《环球时报》消息 据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CBS）15日报道，2014年，美国得州男
子帕特里西奥在吸食冰毒后强奸了自己刚
出生38天的女儿。帕特里西奥的犯罪行为
导致他的女儿身受 45处骨折和其他创伤。
上周三（10日），现年 27岁的帕特里西奥被
判处性侵 6岁以下儿童和故意伤害儿童等
五项罪名，服刑244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助理称，这个判决结果将保证他的女儿和
其他所有儿童远离此人的“兽行”。

缅甸两架战斗机坠毁致三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缅甸中部马圭省两架战斗

机 16日坠毁，导致两名驾驶员和地面一名
女学生死亡。

军方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早
晨，两架战斗机在马圭省敏巫镇区附近坠
毁。两名驾驶员丧生，一名在地面的女学生
被飞散的飞机部件击中，不治身亡。该消息
人士称，飞行途中一架战斗机撞到地面塔
台，并影响到一同飞行的另一架战斗机，导
致两架飞机双双坠毁。

敏巫警方消息人士说，军方已经派人到
现场勘查。目前军方尚未公布飞机坠毁具
体原因。

朝中社说对朝制裁
阻碍朝美关系改善

据新华社电 朝中社 16日播发署名评
论文章表示，美国想要维持对朝鲜制裁，这
等同于不愿意继续改善朝美关系。

文章说，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见
了访朝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后，陷入僵局的
朝美关系再次焕发活力。美国及国际社会
都对此次会面及朝鲜半岛形势给予积极评
价。但美国国内依然传出不愿放松对朝制
裁的声音。文章说，美国意欲维持对朝制
裁，也就是意味着不愿意放弃敌视朝鲜政
策，就是想要停止朝美关系改善进程。敌视
政策与互惠关系不可并存。朝鲜停止核试
验与中止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已过去相当长
时间，针对朝鲜核导计划而制定的制裁措施
也应该被取消。

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在明确知晓朝方关
切的情况下，仍然不愿为此采取信任举措，
那么朝美关系将渐行渐远，朝鲜半岛无核化
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遥不可及。

联系电话: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诚招
九江各区、县(县级)代理商

黄金屋商铺王
华东市场长江大道路边拐角98m2108；华东
市场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利江市
场40.25m245万月租1800；大中路步行街
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东方塞纳西
门口64.27m2，65.8万。15870869258

九江市一家拥有职业棋手
担任教练的围棋培训机构。
电话：13320024040

荣华棋院

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6868 离异男 84年，身高180cm，本科，事业
单位设计师，阳光俊朗，沉稳谦和，有房二套，有
车，一女随对方。觅：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女士。
95953 未婚男 74年，168cm，九江人，本科，教
师，月薪5000+，书香门第，有房、有车，家境优。
觅：身材苗条，温柔贤惠，80年左右出生的女子。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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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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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毛家饭店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8212877/8356009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回收家中各种老酒13970257299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刊登
热线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小分类 大市场

市区酒店二层楼二十多间
房，整体转让，原用于按摩，
足浴，装修豪华，有意者联系
刘先生13879208819

低价转让
1、长虹大道32号建设局原办公楼第十至
十二层，约1996㎡(可分层)；

2、浔阳路318号一层部分门面及四至八层, 约1160㎡；
3、浔阳路2号商务大楼第七层写字楼，约390㎡；
4、环城路东路66-67号门面，约257㎡；
5、浔阳路328号一楼车库,约27㎡；
6、浔阳路328号一楼车库，约23㎡；
7、前进西路农贸市场B1、B2号，约58㎡。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7日至2018年

10月31日下午5时整。
电话:8137022虞 18970291368杜
地址：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二楼
注：竞租规则详见《招(拍)租文件》。

房 产 招 租

住房招租
三中附近，沙子墩，三室一厅，
条件简朴但功能齐全，租金面
议，租期一年以下勿扰。
15979941700（周女士） 1、购东航机票送机场大巴票

2、承接包车、接送机(高铁)
3、环庐山景区直通车每日三班
咨询电话：0792-8505890

九江长运集团（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国务院批复同意
设立海南自贸试验区
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据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
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
简称海南自贸试验区）并印发《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

《方案》指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是
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
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方案》明确，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
整体优势，紧紧围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方案》以现有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为
基础，明确了海南自贸试验区在加快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
并加强重大风险防控体系和机制建设。

《方案》提出，到2020年，自贸试验区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
高，努力建成投资贸易便利、法治环境规
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生态
环境质量一流、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
标准高质量自贸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
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
基础。

澳大利亚女子遭袋鼠袭击险丧命
因爱选择原谅

据新华国际消息 近日，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一对老夫妇投喂袋鼠时突然被一只身
高约1.8米的袋鼠袭击，所幸被闻声赶来的
儿子解救，但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妻
子伤势严重，手术后才捡回一命。不过，这
家人并不希望肇事袋鼠被猎杀。女主人
说，今年干旱，正值袋鼠繁殖的季节，雄性
袋鼠比往常更具侵略性。“我爱它们，并理
解这是野生动物的天性”。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
房峰辉开除党籍处分
将房峰辉涉嫌严重违法
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中共
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对中央军委原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审查。

经查，房峰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
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涉嫌行贿、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
数额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

房峰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
派做两面人，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
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军队形象，经中央
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房
峰辉开除党籍处分。军事检察机关对房
峰辉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房峰辉
开除军籍处分，取消其上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