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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 12 月 10 日电
（记者凌馨）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10日宣布，上诉机构将于
11日起正式“停摆”。

阿泽维多是在为期两天的世贸
组织总理事会会议结束后作上述表
示的。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阿泽维多宣布，从11日开始，上
诉机构将不再能够“复审新的争端
裁决”，这无疑会让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制受损，也让“悬而未决”的贸

易争端陷入“不确定的”命运。
他同时透露，已经开始与成员

们展开“密集磋商”，为复审问题找
到长久解决办法。

上诉机构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7年美
国新政府上任以来，美国以上诉机构
存在多项“体制性”问题为由，频频阻
挠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启动。
从本月11日开始，上诉机构将只剩
一名法官在任。世贸组织规定，针对

任何一起贸易争端案件，须由三名法官
联合审理并作出裁决。因此，届时上诉
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无法受理任何
新案件，陷入“停摆”状态。

在 9 日至 10 日举行的总理事会
会议上，现任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新西
兰驻世贸组织大使戴维·沃克提交了
一份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总理事会决
议草案。但美方坚持拒绝决议草案通
过，致使上诉机构摆脱“停摆”命运的
最后一丝希望落空。

在美国阻挠下——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

据新华社 12 月 11 日电 世界
上第一架全电动商用飞机 10 日在
加拿大温哥华试飞成功。

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工程企
业magniX改装了加拿大海港航空
公司一架可搭载6名乘客的DHC－
2德哈维兰海狸水上飞机，改装其推
进系统为750马力的电动机。

海港航空公司创建人和总裁格
雷格·麦克杜格尔驾驶这架飞机从
弗雷泽河一个水上飞机码头起飞，
短暂飞行后降落水面。据法新社报
道，飞行时间不到15分钟。麦克杜
格尔说，驾驶电动水上飞机与驾驶
普通水上飞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
电动飞机动力更强。

magniX首席执行官罗埃·甘扎尔
斯基说，这架电动飞机所用锂电池仅够
飞行大约160公里。这已经足够支持
海港航空公司经营的大部分短途航线。

麦克杜格尔预言，电动飞机会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今后人们会觉得

“与其开一小时去上班，还不如飞 15
分钟去”。

世界首架全电动商用飞机试飞成功

新华社合肥12月11日电（记者徐
海涛）现代高层建筑需“人工吊绳”清洗
墙面，耗力、费水且存在危险。有没有一
种建材，下一场雨建筑就焕然如新？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徐
鑫等人创新方法，制备出一种超疏水、
高气孔率、隔热与隔音性能俱佳的轻
质混凝土，有望实现建筑物“自我清
洁”的设想。美国化学会学术期刊《应
用材料与界面》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从池塘里的荷叶到壁虎的脚，自
然界有许多物质的表面可以“自我清
洁”。当雨水撞击这些超疏水物质的
表面，会形成水滴，在滚下来的同时清
除灰尘颗粒和污染物，因此研究超疏
水建材是个很有意义的方向。传统的
超疏水材料主要通过表面涂覆有机硅
来实现，但这种修饰层容易磨损，很快
就会失去自清洁功能。

多年来，中科大教授徐鑫、陈初升

等人合作进行多孔陶瓷的表面疏水改
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近
期，他们基于在乳液法成型技术和有机
前驱体陶瓷上的研究成果，采取一系列
创新方法，研制出一种新型混凝土。这
种混凝土的气孔尺寸只有约30微米，
远小于目前市场上泡沫混凝土的 1毫
米，因此虽重量轻，但抗压耐磨损。

实验表明，这种轻质混凝土不仅
能排斥灰尘颗粒，还能排斥牛奶、啤
酒、酱油、咖啡等有色液体，即使将其
浸泡在有色液体中也不会留下污渍。
更为神奇的是，即使经过机械磨损、高
温热处理和化学腐蚀，这种材料仍然
能够保持超疏水特性。同时，它还具
备很好的隔热和隔音性能。

据悉，这项研究引起国际学界的广
泛关注，美国化学会网站、每日科学、国
际财经时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并
制作了科普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我国学者研制出——

可“自我清洁”的新型混凝土

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司
法委员会 10 日公布了对总统特朗普
的两项弹劾条款，分别是指控特朗普
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

滥用职权与妨碍调查

弹劾条款的公布意味着特朗普成
为继安德鲁·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
和比尔·克林顿后，美国历史上第四个
面临弹劾的总统。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
人杰里·纳德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
查表明，特朗普向乌克兰政府施压，寻
求对方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
是“利用职权以获得不正当个人利
益”。特朗普还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藐视弹劾调查，对国会调查构成妨碍。

弹劾条款公布后立即遭到特朗普
本人及白宫的猛烈炮轰。特朗普当天

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文，称针对他的
弹劾是“政治猎巫”，纳德勒的指控“荒
唐”。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
姆发表声明，称弹劾条款“没有根据”、
受党派利益驱使。

美国知名法律博客网站“法律战”
刊登文章指出，这两项弹劾条款通俗
易懂，反映出民主党高层人士的政治
考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援引民主党一名高层顾问的话说，弹
劾条款如果太复杂就会失去冲击力。

参院不急于审理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 11 日晚
开始讨论弹劾条款，此后将投票决定
是否将弹劾条款提交众议院。如果司
法委员会决定提交，众议院预计将于
下周就弹劾条款投票。

不过，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似乎

并不急于推动弹劾进程。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10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暗示，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理最
早要到明年1月初才会开始。

如众议院通过至少一项弹劾条款，
参议院将审理弹劾案，判定对特朗普的
指控是否成立。在审理准备阶段，众议
院将任命一些众议员充当“检察官”角
色，向参议院呈交弹劾条款。参议院将
制定审理程序，并向总统发出传票，要求
他在规定期限内回应弹劾条款。审理正
式开始后的程序包括：陈述、查证、辩论、
参议院讨论和投票。

由于弹劾条款要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
多数支持方能通过，而共和党人目前在参
议院占多数，因此弹劾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两党各有盘算

今年 8 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

名检举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
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国会众议院议
长佩洛西于 9 月 24 日宣布启动众议院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自那以来，民主
党人持续推动弹劾进程，以期在圣诞节
前完成众议院对弹劾案的表决。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民主党人的目标是表达对特朗普的“道德
义愤”，他们希望弹劾案审理能够让中西
部的“摇摆选民”远离特朗普。2020年总
统选举的投票率预计很高，因为左右翼选
民均感到不满，想要通过选票表达立场。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克莱·拉姆齐
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
理阶段后，不排除会出现新的不确定性。
但就目前来看，共和党保持团结不让特朗
普下台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

特朗普成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面临弹劾的总统

美众议院公布两项弹劾条款

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10 日电（记
者谭晶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
日授予中国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新型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
法（CAR－T）“突破性疗法”认定。

“突破性疗法”认定通道由美国药
管局设立，旨在加快用于治疗严重疾
病、并在早期临床研发阶段展现良好
疗效的药品的开发和注册流程，是美
国药管局开通的“优先审评”“快速通
道”“突破性疗法”和“加速审批”4 个
新药评审特别通道之一。

据了解，该疗法为研究性的靶向
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嵌合抗原

受体 T 细胞疗法，针对部分特定的复
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
成年患者。这些患者既往接受过包括
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抗
CD38 抗体在内的治疗方案，且在末
次治疗期间或之后疾病出现恶化。

这是该疗法今年上半年获得美国
药管局“孤儿药”（罕见病药物）认证和
欧洲药品管理局优先药物认定资格
后，再次获得国际权威认可。

传奇生物首席执行官许远表示，这
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多发性骨髓瘤目
前仍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将继续致
力于为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南京药企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免疫疗法——

获美药管局“突破性疗法”认定

12 月 10 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
参加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试车的
乘客走下列车。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
目 10 日举行建成和试车仪式，标志着

巴基斯坦首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完成。

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
省首府拉合尔市，是中巴经济走廊早期
收获项目之一，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

国北方工业公司联合承建。项目总投资
约16亿美元，于2015年9月动工。

橙线项目正线全长25.58公里，设有
26 站，连接拉合尔市多个人口密集区。
该项目采用了先进的中国技术、中国标

准和中国设备，各个系统均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实现了中国标准和巴基斯坦本
地特色的融合。中方将加快后续联合调
试和试运行进程，争取项目在 2020 年上
半年实现商业运营。 新华社发

新华社联合国 12 月 10 日电（记
者林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
人10日表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
莉·克拉夫特对中国人权状况无端指
责，严重干涉中方内政，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和保
护人权，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
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没有战乱、没有流离失所、没有恐
惧，近14亿人民过着安宁、自由、幸福
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最大的人权
工程、最好的人权实践。这是任何不
带偏见的人都能看清的基本事实。

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
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信教公民近

2 亿，现有宗教团体 5500 多个，宗教
活动场所约 14 万处。中国的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新
疆地区采取的是反恐和去极端化举
措。这些措施确保了新疆三年来未发
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效维护了新
疆各族人民的各项人权。

发言人说，反观美国自身，枪支暴
力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种族歧视根深
蒂固，宗教不宽容现象甚嚣尘上。美
国还在世界上到处制造混乱，发动和
参与多场战争，大搞颜色革命，严重侵
犯相关国家人民的人权。

发言人说，中方奉劝美国尊重事
实，摒弃偏见，多多反省自身存在的人
权问题，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
准和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停止借人权
问题干涉中方内政。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坚决反对美国代表
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11 日电（记者
朱国亮） 在全国“净网 2019”专项行动
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特
大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扣被倒卖的
公民个人信息达5亿余条。

据连云港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和海州
区分局日前提供的信息，今年初，海州公
安分局在办理一起网络诈骗案件时，发
现这一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线索。随后顺
藤摸瓜，历经近一年的侦查、追捕，最终
将8名主要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办案人员介绍，这起案件中，犯罪嫌
疑人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大部分是股民
相关信息，警方查扣的信息总共达 5 亿
余条。这些犯罪嫌疑人中，有的利用工
作之便出售公司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
有的大肆通过 QQ、微信等载体大量低
价购买股民信息，然后加价转卖，获利极
为丰厚。

针对此案暴露的问题，连云港警方
提醒：一定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
要将个人信息随意透露给街头问卷、电
话导购、非正规办卡等机构和个人，特别
是不能将个人网银、支付宝、社交邮箱的
账号密码随意泄露，最好能根据个人使
用情况不定期更换密码。

连云港警方破获特
大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

查扣个人信息
5亿余条

12月11日，两位游客在古银杏树下抛撒落在地上的树叶。
近日，在位于上海嘉定区的古树公园内，一株已有 1200 余年树龄的古银杏

树进入最佳观赏期。 新华社发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
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不动产于2020
年1月1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动产于2020年1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沃尔沃牌豫SN3195号汽车一辆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苏DF829B宝马520Li轿车一辆
（2）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西路2号

A7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8.67平方米）
(3)履带圆锥破碎站、履带鄂式破碎站、履

带筛分站共3台机器设备（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常州市钟楼区新阳光食品城33幢6号

不动产（建筑面积：121.81平方米）
(5)车床、镗床、铣床等二十六台机器设备

（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6）常州市钟楼区玫瑰苑4幢乙单元5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18平方米）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新港路6幢

丙单元502室（建筑面积为156.99㎡）
（2）宝马汽车、宝马摩托（无号牌）各一辆
（3）东风日产小汽车一辆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合肥永顺制冷配件有限公司的一批

机器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明龙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

一批机器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
（网址：http://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
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
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19年12月12日

司法拍卖公告
（上接A1版）

今年，市民政局联合市慈善总
会、市文明办、市妇联、团市委等共
同出资 525 万元，开展“一起来、益
起来”项目，推动 118 个公益项目
走进城乡社区，直接受益群众 1.5
万余人。近年来，全市还建立了四
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39 个、登记

社会组织 4203 家，每万人拥有社
会组织 11 个，居全省第一，汇聚了
推进和谐善治、彰显大爱龙城的磅
礴力量。

据悉，今年“一起来、益起来”项
目吸引近 200 家社会组织参与申
报，汇聚社会资金200余万元，特别
是作为今年为民办实事中适老化改

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户一品”
项目通过行业协会汇聚了 24 个有爱
心、有责任心的装修团队，满足了 15
户特困家庭个性化装修改造的“微心
愿”；慈善超市首批引入 22 位“合伙
人”，办火了 26 家慈善超市，实现了

“慈商互哺”“善社同行”。
（常民宣 刘毅）

今年推动118个公益项目走进城乡社区

（上接 A1 版）对企业申报国家有关
技术改造、工业强基工程、重大专
项、节能减排等资金支持的项目，以
及申报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的，均予以优先支持。

我市还加强对企业的跟踪管
理，开展总结示范，对企业在培育

提升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好做法，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示范推广，引领
和带动更多企业走“专特优精”的
单项冠军发展道路。

下阶段，市工信局将加强对入
选企业的跟踪服务，帮助企业围绕
细 分 市 场 进 一 步 做 专、做 精、做

强。同时，引导更多企业走“专特优
精”的单项冠军发展道路，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
培育国际品牌，全面提升我市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高质量工业明
星城市。

（常工信 孙东青）

（上接A1版）
刘饮海，中共党员，现任武进区牛塘

司法所所长。他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
行家里手，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调解纠纷、
宣传法律，热情为群众排忧解难。2019
年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张建新，中共党员，现任天宁区兰陵
街道工一社区党总支书记兼主任，张建
新调解工作室负责人。2007 年开始从
事调解工作，至今参与调解矛盾纠纷
1000 多起。张建新调解工作室于今年
获江苏省个人金牌调解室称号。

本报将在“寻常美好·最美常州人”
专栏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分别进行报道。

（张杨 黄钰 常司轩）

司法行政系统推选
4名“最美常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