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深入印度洋海底岩浆活动区探宝

“抓获”神秘未知透明生物、粉红色生物

1月12日，潜航
员学员刘晓辉搭载
“蛟龙 ” 号首次下
潜， 至此中国第二
批6名潜航员学员
完成首轮实践操作
培训。 图为学员庆
祝完成首轮实训 。

新华社发

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日前在西
南印度洋圆满完成试验性应用航次（中
国大洋35航次）第二航段科考任务，共成
功下潜9次。

“蛟龙”号首次到海底热液区作业采
集到大量硫化物、岩石和生物等样品，对
研究海底热液区硫化物分布、成矿机制、
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链等具有重要意义，
还完成了潜航员学员首轮实训和深潜科
学家培养。

首次在海底热液区
采集到大量样品

海底热液区一般分布在洋中脊等有
岩浆活动的区域， 它的成因在于海水从
地壳裂缝渗入地下，遇到熔岩被加热，溶
解了周围岩层中的金、银、铜、锌、铅等金
属后又从地下喷出， 因此海底热液区是
海底资源的富矿。

本航段中， “蛟龙” 号下潜9次共
取得岩石样品160余千克、 硫化物样品
28千克、 600多个海底生物以及热液流
体、 沉积物和保压水样等， 并测得多个
热液喷口温度。 这些样品对研究作业海
区的热液活动分布和特征、 热液区的形
成与演化、 地质特征、 成矿机制、 生物
多样性和微生物的环境适应机制等具有
重要意义。

透明生物可看到内脏
“蛟龙”号14日在西南印度洋龙旂热液

区下潜， 采集到一透明生物以及一只30
厘米长、直径3厘米的粉红色生物，随船
科学家尚不能确认它们是何种生物。

记者在“向阳红09” 船的实验室看
到， 这个完全透明的生物样品已经碎成
了三块， 可以看到内脏。 此外， 还有一
种小蛇一般的粉红色生物， 身体中间部

分鼓起两个气泡。 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
海底到水面压力变化引起的。

第二批潜航员学员
完成首轮实训

在这个航段中， 我国第二批潜航员
学员共6人完成了首轮实训。他们分别作

为副驾驶搭乘“蛟龙”号下潜，主要工作
是保障潜水器与母船水声通讯， 在左舷
观察窗观察是否有障碍物并及时报告主
驾驶， 操作高清摄像头跟踪拍摄机械手
和海底景象等。

“这个航段的下潜都是在海底热液
区， 海底地形十分复杂， 潜水器操作难

度很大， 是一次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潜航员学员赵晟娅说， “通过下潜学到
了很多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潜水
器操作特别是机械手操作比想象的要难
很多， 在这方面还需要学习和积累很多
东西。”

（综合新华社“向阳红09”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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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17日，朱
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当晚，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向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
伦发出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先生当
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之际，谨致祝贺。近年

来，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携手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良好局面，两
岸同胞获益良多， 更对两岸关系发展充
满期待。冀望两党秉持民族大义，巩固坚
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
基础，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造福两岸民众，共
成民族复兴之伟业。”

同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
向习近平表示感谢。 朱立伦在复电中表
示：“一月十七日贺电敬悉，谨申谢忱。贵
我两党于过去六年多来，在‘九二共识’

的基础下，积极推动各层面的交流合作，
已为两岸和平发展开创历史新局， 并在
贵我两党间建立了良性互动模式， 积累
互信基础。”“期盼贵我两党在两岸关系
未来的发展上，继续扩大交流，创造互利
双赢，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国民党17日举行党主席补选，
唯一候选人朱立伦顺利当选。 对于这位
新主席主导下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将如何
继往开来，各界多所期待。

记者连线采访了两岸多位学者，核
心观点认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国
民党近年来坚持的政策主张，两岸关系改
善发展的诸多成果亦得到普遍认同，相信
朱立伦接任党主席后将保持既有方向，持
续推动国共党际往来和两岸交流合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
岭说， 结合朱立伦以往的论述看， 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加强
交流合作、共创双赢，是朱立伦在两岸关
系议题上的基本观点。

2009年，朱立伦以国民党副主席身
份出席在厦门举行的首届海峡论坛。他

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人民今天绝对不希
望因为误解、冲突和意识形态分割两岸，
无法相互扶持，希望未来能够搁置争议，
合作发展。两岸有非常多的共同点，非常
大的合作空间。六十年的分隔，上一代的
对抗，应该结束了。让我们这一代，让我
们的未来选择共同发展，共创双赢。此次
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后，他曾公开表示，
两岸关系必然要走和平、开放、互利的路
线，国民党与大陆各方面接触不会改变。

朱松岭分析说， 两岸政策是国民党
2008年重新执政以来的“加分项”，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是受到各方、 各界
普遍肯定的。 两岸政策是国民党未来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可以预期，朱立伦应会
继续推行，大方向不会改变。

“继续执行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政策路线， 是国民党在台湾后续选举中
反败为胜的必然选项。”台北大学政治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郑又平认为， 朱立伦要想带
领国民党走出“九合一”选举惨败的阴霾，
必须强化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的优势，让
台湾民众更加相信国民党在两岸关系议题
上的积极作为能给台湾带来更大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朱卫东也认为，朱立伦成为党主席后，国
民党总体上会继续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政策。 他同时分析说， 因面临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朱立伦主
导的国民党处理两岸政策议题可能相对
谨慎。此外，去年岛内反服贸风波反映台
湾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两岸交流合
作存有疑虑，朱立伦接任国民党主席后，
需要妥善予以化解， 从而赢得更广大民

众的认同和支持。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认

为，从个人风格推测，朱立伦处理两岸政
策议题可能更灵活、务实。同时，朱立伦
兼有国民党主席和新北市长的双重身
份，来往两岸比较便利，令人期待他在两
岸事务上有所突破。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迟迟无法生效实
施，被学者认为是朱立伦“履新”后需要
尽快破解的重要课题。 社科院台湾研究
所政研室副主任冷波说， 两岸服贸协议
迄今未获台立法机构通过， 朱立伦能否
有效整合国民党籍“立委”的力量，实现
突破，是一大考验。苏嘉宏则表示，相信
朱立伦有能力通过党机器协调好党籍
“立委”， 促成两岸服贸协议得以通过。

（据新华社北京/台北1月17日电）

习近平电贺朱立伦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复电表示感谢

国民党两岸政策将“向何处去”

水深火热 有我“蛟龙”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获悉，国家网信办近期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对“中国媒宣网”
（www.zgmtxc.org）等违法违规网站进行了联合约谈。目前，“中
国媒宣网”已关闭，其他网站已暂停更新，正进行全面整改。

据了解，自2014年12月下旬以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接到群众举报，称“中国媒宣网”主办单位“中国媒体宣
传工作委员会”是非法组织，网站存在假冒中央部委名义、违规
发布或转载时政新闻等严重问题。

根据举报线索，国家网信办立即组织核查。经查，“中国媒宣网”
在北京备案，备案信息显示，由中媒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该网
站负责人对外以“中国媒体宣传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媒宣网总
编”身份参与社会活动。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登记显示，“中国媒体宣
传工作委员会”并不存在，所谓“中央文明委、中宣部、工信部、新闻
出版总署为指导单位”，实为假冒。“中国媒宣网”没有新闻信息服务
许可资质，却从2012年7月以来，违规自采转载多篇新闻报道。

假冒中央部委名义，违规发布或转载时政新闻

“中国媒宣网”关闭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国工程院获悉，根
据《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工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院主席团审查确认，停止李宁院士资格。
中国工程院强调，院士退出机制将一如既往严格依照法律和《中
国工程院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去年10月， 有关部门首次披露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已被依
法批捕。中国工程院当即表示，已注意到李宁被捕的相关报道，中
国工程院将视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性质和生效的判决，依据《中
国工程院章程》和有关规定，按照程序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审计署2012年审计发现数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资金的问题，其中涉及李宁等人承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此后，科技部停止了李宁等人承担
的所有项目经费。

科技反腐手不软

中国农大教授李宁
被停止院士资格

欧洲火星着陆器“现身”
据新华社巴黎1月16日电 欧洲航天局16日宣布，美国航天

局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高分辨率图像证实， 失联十余
年的欧洲“猎兔犬2”号火星着陆器确实已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
不过此后的故障导致其无法与地球联系。

2003年6月，欧航局的“火星快车”探测器发射升空。12月，
其施放的“猎兔犬2”号着陆器在着陆火星时失联。专家发现，“猎
兔犬2”号的最终着陆地点正在当年确定的目标着陆区内，但它
的4个太阳能电池板中最多只有3个成功展开。 只有太阳能电池
板全部展开才能露出无线电天线， 实现与地面控制中心的信号传
输。“猎兔犬2”号在着陆后电池板无法完全展开，不能与地球联系，
从此杳无音信。

杳无音信十余年

2014年关闭查处淫秽色情等各类违法违规网站2200余
家，关闭违法违规频道和栏目300多个，关闭违法违规论坛、博
客、微博客、微信、QQ等各类账号2000多万个，组织新闻网站和
商业网站自查自纠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逾10亿条。

2014年以来， 六家大型商业网站清理低俗信息共计约3.4
亿条。其中，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家大型门户网站清理淫秽
色情和低俗信息共计近2.2亿条，百度和360两家大型搜索引擎
和导航网站清理淫色和低俗信息共计约1.3亿条。

2014年12月3日， 国家网信办责成广东省网信办对长期传
播色情低俗及谣言信息的迅雷弹窗进行核查处理， 紧急关停。
12月13日，责成北京、广东、上海网信办，对凤凰网等炒作低俗
内容问题较为严重的网站进行查处，关停相关频道，要求网站全
面整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2014高压“净网”链接

新华社南京1月17日电 记者从江苏海事局获悉，17日下午
2时左右，江苏福北水道沉船事故最后一名失踪人员的遗体在船
舱中被找到，至此，最终确认该事故共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8
名外籍人员，另有3人获救。

长江沉船事故致22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