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寨沟灾区转移人员约7.1万人
首批灾区震后高分辨率影像图将用于应急救灾

四川九寨沟 7 级地震发生后，各方
聚力前行，地震灾区道路交通、转移安
置、灾险排查等工作加快推进。

九寨沟灾区道路次序井然，车辆畅
通有序。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截至
8 月 10 日 13 时，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已
累计向松潘、广元、平武、甘肃文县方向
转移疏散滞留车辆13116辆，转移游客、
务工人员约 7.1 万人。据阿坝州民政部
门初步统计，截至 10 日 16 时，转移安置
震区当地群众9000多人。

来自四川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九
寨沟全县范围内排查复核原有隐患点
227 处，有变形加剧隐患点 9 处，发现新
增隐患点33处，巡排查工作正在加快推
进。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
九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
星影像，并在第一时间赶制出影像图用
于应急救灾指挥决策和灾情分析评估，
其中无人机影像分辨率最高达到 0.16
米。

记者昨日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获
悉，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四川测绘地理
信息局连夜组织 19 名专业测绘技术人
员携带 5 架无人机和通讯设备、测量设

备等奔赴灾区。9 日 19 时，测绘无人机
分队2架无人机成功获取灾区漳扎镇附
近高分辨率无人机影像，包括九寨沟沟
口至五彩池、彭丰村、永竹村、达基寺等
在内的70平方公里0.2米高分辨率影像
和九寨沟县城 30 平方公里 0.16 米高分
辨率影像。

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驻扎在绵阳机场的一架运-12 航
摄飞机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成功获取
灾区 200 多平方公里高分辨率航空影
像。同时，紧急协调获取了北京二号和
高分二号、高分三号卫星1.0米分辨率灾
区卫星影像。

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像
经过处理后，通过与灾区震前影像的对
比，可以准确地对灾区房屋破坏、道路
损毁等受灾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工作。目
前，这批影像图已紧急送至国家和四川
有关救灾部门，用于指挥决策和抢险救
灾。

四川省文物局昨日通报，文保员和
工作人员无伤亡报告，正抓紧核查震区
文物受损情况。据初步排查，九寨沟县
暂统计出 12 处古建筑及近现代重要建
筑不同程度受损。松潘县的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松潘古城墙和红军长征纪
念碑碑园多处墙面出现裂缝。马尔康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卓克基官寨墙体

及屋面多处出现震裂现象。若尔盖县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苟均桥多处出现裂缝，
其他文物点受损情况正在排查中。

空中拍摄的震后九寨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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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彭
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等单位
宣布，“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
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
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这一重要成
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
然》。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用1年
时间提前实现了既定2年完成的科学目
标。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系列成果赢
得巨大国际声誉，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
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
优势地位。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
发，以及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是“墨子号”最新实现的科学目标。

“墨子号”
提前完成既定科学目标

强生公司7月24日宣布了全球首次
HIV 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这一多中
心、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的1/2a期临
床试验招募了393位健康志愿者，志愿者
分别来自美国、卢旺达、乌干达、南非和
泰国，结果显示，志愿者对HIV疫苗耐受
性良好，并且100%产生了对抗HIV的抗
体。

这次的 HIV 疫苗是马赛克疫苗，即
利用HIV的多种抗原（基因片段）组合在
一起，形成具有对机体免疫系统有较强
刺激作用并能生成有效抗体的疫苗，称
为 appROACH 疫苗。appROACH 疫苗
首先是在效果上令人振奋。除了在受试
者身上 100%产生了抗御 HIV 病毒的抗
体外，还让受试者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
毒（HIV）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并且有
66%的人在 6 次暴露于 HIV 下仍然受到
保护，没被HIV感染。

疫苗的试验采用了“初免-加强免
疫”策略，即在试验中受试者一共接受4
次疫苗注射，前两针疫苗是初免，后两针
疫苗是加强免疫注射。注射48周后，受
试者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血液检测发
现所有人体内都产生了针对 HIV 的抗
体。在对受试者的实际保护评估上，
HIV感染的风险降低了94%。

艾滋病疫苗真的来了？

共享运动仓来了 跑步1分钟收费0.2元

共享运动仓能“飞起来”吗
继共享单车、共享睡眠舱、共享充电宝等“共享模式”后，共享运动仓日前亮相北京的小区内。记者体验发现，

共享运动仓需要缴纳99元押金，使用收费为0.2元/分钟，运动仓内占地5平方米左右，健身项目仅有跑步机一项，

比较单一。目前，已有共享运动仓拿到数千万融资。分析师认为，共享运动仓能不能走远还要看运营品质。

记者在朝阳区某小区看到了名为
“觅跑”的共享运动仓，该运动仓就位于
小区院内，占地5平方米左右，相当于半
个车位的大小。共享运动仓的使用方法
和共享单车十分相似，用户只需下载该
APP就可以进行注册使用，使用流程为：
预约运动仓——扫码开门——开始运动
——下线结算。用户可以在APP内看到

自己周边的运动仓及占用情况，可直接
在APP内进行“预约”或获得已占用运动
仓的“下线提醒”。记者看到，在周围的
七八个运动仓中只有一个正在被使用，
其他都是空置状态。

记者体验发现，用户在 APP 内注册
后，首先需要缴纳押金，系统内提示押金
标准为199元，现为优惠阶段99元，且仅

能使用支付宝付款。押金页面提示“押
金可随时退款到付款账号”，记者在缴纳
押金后，进行押金退款，页面数次提示

“服务器跑步去了，请稍后再试”。随后，
系统显示“退款成功，预计1-5个工作日
到账”。不过，记者在几分钟后就收到了
退回款项。

在扫码进入该运动仓后，记者看到

在仓内中心位置摆放着一台跑步机，周
边配有镜子、挂钩、播放屏幕、温控系统、
空气净化等设施，运动仓内温度适中。
在体验的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屏幕联
网聊天、听歌、观影、收发邮件等，较为舒
适便利。跑步40分钟后，记者通过觅跑
APP缴费8元，其单价为0.2元/分钟。

体验：跑步40分钟缴费8元

当下共享模式蓬勃发展，共享单
车 、共 享 雨 伞 、共 享 汽 车 、共 享 充 电
宝......你如今可共享的东西越来越多，
做共享生意的入局者也越来越多。

对于资本较为青睐的共享模式，知
名 IT 评论人磐石之心表示，“这和当年
O2O 很像”，他表示，现在很多创业者
的目的并不是解决用户的需求，而是为

了拿到融资。很多人蜂拥而上去做共
享某某，但很多都无以为继，这跟当年
O2O 很像，比如当年美甲 O2O、洗车
O2O、洗衣 O2O 等公司非常多，但最后
只有一些高频的如吃饭、打车活下来
了，剩下的模式过重或频次过低的很难
存活。对于共享运动仓，磐石之心认为
这并非“共享”，实质上是“租赁”。共享

运动仓相当于自助健身，降低了成本，
但本质上还是健身房的一种，唯有在软
硬件上给用户带来优质体验，才能发展
得更长久。

当然，哪种共享模式能存活、哪种
会被淘汰，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共享，这
需要市场来决定。对于监管者来说，国
家已经明确要审慎包容进行监管，除非

像共享睡眠仓那样存在消防以及其他
隐患，否则应该给予发展的空间。而对
于公众来说，重要的是押金、个人隐私
等内容是否安全，这需要监管方对运营
商进行有效监管，明确规则。至于用户
体验则应该交给个体来决定。从这个
角度讲，共享运动仓能走多远，让我们
拭目以待。

分析：共享模式蓬勃发展 还有什么可以共享？

共享运动仓虽然还不常见，但已获
得投资人青睐。觅跑日前宣布获得两轮
数千万元融资，投资方来自经纬创投、信
中利资本、合鲸创投、猎鹰资本，目前公
司估值1亿元。

觅跑CEO毕振告诉记者，其实早在
今年春节期间就已萌生了“运动仓”的构
想，“春节回家过年，看见父母大冬天在
雾霾里戴着口罩出去跑步，我就发现其
实居民的室内运动需求还是挺大的”。

毕振调研发现，95%的人都有运动需
求，但户外环境给运动带来越来越多不
便，而持有健身卡的人只有10%，能坚持
去健身房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
主要是室内运动的时间成本太高。因此

毕振想，何不把室内运动搬进小区里？
打造一个“5分钟运动圈”，不仅能满足运
动爱好者的需求，还能带动更多的人养
成运动的好习惯。

追访：觅跑已拿到两轮数千万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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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发出“怒火打击”警告后，朝鲜回应，

正考虑发射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分析人士认为，不断

升级的相互威胁，不可避免会引发新一轮地缘局势紧张，不利于半

岛局势缓和。

美朝隔空打嘴仗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发出“怒火

打击”警告后，朝鲜回应，正考虑发射导弹
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美国《华盛顿
邮报》8月8日援引国防情报局的报告称，
朝鲜可能已经掌握在洲际导弹上装载核
弹头的技术。特朗普随即强势表态称，朝
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致前
所未有的“暴怒与打击”。

9日，朝中社援则引朝鲜人民军战略
军发言人的声明说，为压制和牵制美国战
略轰炸机所在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等
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朝鲜
正慎重考虑用“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
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的作
战方案。10 日朝鲜军方则表示，有关使
用中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美军基地的计
划将于8月中旬前递交朝最高领导人。

从目前情况看，双方刺激性示强言论
并不意味实战在即，但强硬表态无益于半

岛局势缓和，也不利于寻找核问题的和平
解决方案。另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仍然
存在。

美防长放狠话，国务卿忙“降温”
8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对

朝鲜放狠话，称“如果朝鲜真的军事打击
关岛”，“将导致朝鲜政权的终结”。马蒂
斯 9 号发表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这
份声明也被认为是他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以来，对朝鲜的最强硬表态。马蒂斯在声
明中奉劝朝鲜“不要考虑任何对美国及美
国盟友的军事行动”，否则将导致“朝鲜政
权的终结和民众的毁灭”。

特朗普和马蒂斯都在放狠话，相比之
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9号表态似乎
是在给紧张的局势“降温”。

9日，蒂勒森恰好按原定计划飞抵关
岛进行视察。他在飞机上对记者说，没有
任何迹象显示朝鲜半岛核问题发生急剧

变化。蒂勒森说，“我不认为目前存在迫
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人民晚上应该可以睡
个好觉，不用担心过去几天那些夸大言
辞”。

“硬碰硬”没有出路
朝鲜半岛不能生乱，更不能生战，这

是底线，因此美朝双方必须冷静、理智地
考虑一味强势下去的严重后果。

对于不断升级的半岛局势，本月 7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
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后就曾表示，中
方的主张非常清楚，就是要实现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谈判解
决问题。中方为此提出了“双暂停”倡议，
就是要解决各方最紧迫的安全关切，斩断
当前局势的恶性循环，并为恢复和谈找到
突破口。

事实证明，“硬碰硬”没有出路。只有
谈起来，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
转换，解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才能推进
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半岛和地区的长治
久安。

在当前半岛局势迫近危机临界点情
况下，两国应保持克制，做出决断重回和
谈轨道，这也是对本国人民和地区和平负
责任的正确选择。

美朝嘴仗升级 半岛局势又紧

美军B1-B轰炸机进入朝鲜半岛

希腊望借“脱欧”谈判
向英国索还文物

近日，有希腊文物保护机构和专家
向欧盟委员会呼吁，要求将“归还希腊雅
典卫城被盗文物”列为英国“脱欧”谈判
的一项内容。

据了解，这一动议已经得到了部分
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希腊声
索被盗文物不仅是一项合法的要求，同
时也是出于对人类和欧洲文化传统及遗
产的尊重。

雅典卫城修建于公元前 5 世纪，集
古希腊建筑与雕塑艺术之大成。19世纪
初，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
鲁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拿到当局“许可”，将大约一半的卫城雕
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随后，英国政府
将这些石雕收购，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
藏展出。长期以来，希腊各界一直希望
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文物能够回归故
里。

海中的二战飞机
被发现保存完好

日前，在图片分享网站Imgur上出现
了一幅引人注目飞机残骸照片，图中飞
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存完好的，机翼仍
然附着在机身上。不出所料，这张照片
让网民们目瞪口呆，有人说：“这看起来
像电影布景，或是小说的开头或结尾。”
另外有人补充说：“如果飞行员随着这架
飞机而逝去，他将为能有如此美丽宁静
的安息地而高兴。”

航空历史学家和水上飞机飞行员保
罗·比弗告诉《每日邮报》：这架飞机属于
日本，并指出是型号为A13的水上飞机。

帕劳群岛的一条浅水河中发现二战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