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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长
应总统要求辞职

据美国广播公司 11 月 8 日
报道，71 岁的美国司法部长杰
夫·塞申斯应总统特朗普要求辞
职，立即生效。 据美媒早前报道，
因为塞申斯在“通俄门”一事的
调查上，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
使得特朗普和他之间逐渐产生了
矛盾。 特朗普经常谴责特别检察
官穆勒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
“政治迫害”，并指责塞申斯没有
对民主党人这种轻率、 不明智的
行为做充分调查。 特朗普在推特
上表示， 感谢塞申斯多年来的服
务，祝他好运！ 马修·惠特科尔将
会成为代理司法部长， 之后会提
名司法部长的新候选人。

菲律宾总统
鼓励警察斩杀涉毒上级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向以
言论大胆闻名，近日，他再度发表
惊人言论， 杜特尔特向菲律宾警
察们喊话称， 他们若能斩杀涉毒
的上司，将获奖赏。 据《马尼拉时
报》报道，杜特尔特 6 日在一场
关于非法毒品的活动上发表演
讲，他说：“如果警察们能够杀了
他们涉毒的上级， 我将会奖赏这
些警察”。“我要给你们发奖品，
还要奖励你们去香港旅行”，杜
特尔特补充说。 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一直以来对毒品犯罪深恶痛
绝， 此前一名菲律宾警官因涉毒
被击毙， 杜特尔特对此事大加赞
赏。

澳大利亚前工党领袖
“跳槽”排外政党

澳大利亚最大在野党工党前
党首莱瑟姆 7日宣布加入单一民
族党， 以这一右翼保守派政党候
选人身份参加明年举行的新南威
尔士州议会选举。莱瑟姆表示，打
算加入联邦参议员汉森领导的单
一民族党，因为“工党与执政联
盟的政策没有差别， 需要给人民
第三种选择”。 悉尼大学政治学
教授彼得·陈说，莱瑟姆参选有望
获得较高关注度，“他暗示竞选
宣传会以移民议题切入， 这会迎
合新南威尔士州选民口味”。 单
一民族党 1997 年由汉森及其助
手创建，持排外立场，是澳大利亚
势力最大的极右翼政党， 支持者
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乡村地区。

国外一对情侣
悬崖边“生死相许”

据外媒 11月 7日报道，国外
一对情侣约翰森与女友克莱尔挑
战极限， 他们跑到挪威一处悬崖
边求婚， 只要过于兴奋或向前一
步， 都有坠落悬崖的风险。 报道
称，当天，这对情侣走到悬崖上，
在没做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约翰
森向克莱尔求婚了。 两人所在的
悬崖十分危险，只要向前一步，或
是心情过于兴奋， 随时都有可能
坠崖身亡。 两人的浪漫求婚过程
都用无人机拍下， 画面上看到约
翰森跪地求婚， 随后克莱尔直接
跳到约翰森的身上， 完成这场最
冒险的求婚。

多重礼遇 驾享无忧

长安马自达开启“双 11”服务活动

15 架 MR-150 大型无人机组成“蜂群”的作战效能比 4 架“阿帕奇”武直还要多，而“无人机”蜂
群不仅成本要远低于后者，而且隐蔽性极强

中国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亮相
第十二届珠海航展已于 11

月 6日开幕，记者在中国兵器馆
参观期间，在北方工业集团“蜂
群无人机系统”展台展出的国产
攻击型多轴无人机蜂群作战的
试验视频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过
去类似的作战概念只在西方军
队的未来无人机作战规划中才
能见到。

无人机“蜂群作战”
突防能力强

无人机“蜂群作战”，这一
概念最初源于蜜蜂群，科学家发
现蜜蜂（或蚂蚁）一类的群体昆
虫，虽然单个个体的智能十分低
下，但却可以通过群体相互之间
的简单协作所表现出来的集体
智能来弥补，通过一些局部简单
的相互交流，整个“蜂群”（或蚁
群）可以通过组织协作完成一些
较为复杂的、 个体无法完成的任
务，类似的“集群智能”正是构成
无人机“蜂群作战”的技术原理。

美国在无人机“蜂群作战”
领域开展研究时间较早，不仅已
进行过多次无人机“蜂群”编队
飞行试验（例如 2017年 1月，美
海军 3架 F/A-18E/F“超级大
黄蜂”舰载战机曾在加利福尼亚
州进行的一次试验中，连续释放
了 103架“灰山鹑” 微型无人
机，后者在释放后还进行了“蜂
群”编队集结，以及沿路径点进
行编组飞行）， 而且已进行过拦
截攻击试验。

试验对象为美海军一艘伯
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目
标是拦截由 8 架小型无人机组
成的“蜂群”，结果经测试发现，
只有“密集阵”六管 20 毫米加
特林速射近防炮 （每分射速
4500发） 和 12.7毫米重机枪配
合才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但对
无人机“蜂群”拦截时，平均有
2.8 架无人机能够规避拦截弹
幕。 即使在试验中增加更先进的
传感器、更多的拦截火力（“密
集阵”近防炮和重机枪），仍然
至少会有一架无人机能够躲避
“宙斯盾”战舰的拦截。

仅有 8架无人机组成的“蜂
群”尚且如此，试想下如果增加
到 16架或 24架无人机，且都搭

载有 1至 2枚轻型导弹，或是部
分搭载有电子干扰设备，伯克级
战舰恐怕很难招架了。 反过来，
理论上，伯克级在遭遇敌方大批
导弹攻击时，也可出动大批搭载
有电子诱饵的无人机“蜂群”，
作为假目标误导敌军导弹偏离
目标，效能或大于现役的干扰设
备。 可见无人机“蜂群作战”未
来对攻、守两方都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既向进攻方展示了难以估
量的力量，也同时对防守方发出
了不可忽视的警告。

效能超 4架
“阿帕奇”武直

此次中国兵器馆中展出的
“蜂群作战” 用攻击型无人机，
不论是从无人机本身，还是所搭
载的各种武器，实际都是“现货
产品”。 攻击型无人机大概分为
大型的 MR-150型、 和小型的
MR-40型两种， 前者为六轴旋
翼推进，一架可以挂载 5枚反装
甲末敏子弹药或 2个“蓝箭 -5”
反坦克导弹发射筒；2 个“蓝箭
-5”反坦克导弹发射筒后者为 4
轴旋翼推进，可以挂载 2枚轻型
导弹或一个单兵多用途转筒榴
弹发射器。可见系统整体花费成
本不高， 难点主要在于无人机
“蜂群”系统的控制技术方面。

据集团专业人士透露，目前
该作战系统最多可同时遥控 15
架攻击型无人机编组“蜂群”作
战，如果按现场播放的宣传片展
示内容来看，如果按一次出动 15
架 MR-150 大型攻击型无人
机，每架搭载 5枚反装甲末敏弹
计算，“蜂群” 一次出击理论上

就能摧毁敌军 75辆坦克或装甲
车辆 ， 如 果和美军现役的
AH-64D“长弓阿帕奇” 武直
（一架一次出击最多可携带 16
枚 AGM-114“地狱火”反坦克
导弹） 对比，15 架 MR-150 大
型无人机组成的“蜂群”的作战
效能比 4架“阿帕奇”武直还要
多，而“无人机”蜂群不仅成本
要远低于后者（AH-64D 武直
的单价为 3300 万美元，2010 年
美元面值），而且隐蔽性极强，可
伪装在重型军卡或普通大型载
重卡车中搭载。可预见的是在未
来对控制技术进行改进后，国产
无人机“蜂群”的整体作战效能
还能进一步提升。

可军民两用反恐作战
除了正规军使用无人机“蜂

群”执行反装甲集群作战外，宣
传视频还演示了无人机“蜂群”
的另一作战用途，搭载单兵手持
多用途榴弹发射器等非致命武

器，处理反恐、劫持人质等“低烈
度”任务。

根据宣传视频演示的内容，
手持 AK-47步枪的恐怖分子在
劫持人质后，占据了一栋多层建
筑，并不断向接近的警方开枪射
击。这时警方派出了由多架无人
机组成的“蜂群”编队，分别搭
载有光学传感器、轻机枪（可能
配备了橡皮子弹） 和榴弹发射
器。其中搭载有光学传感器的侦
察无人机首先对作战环境进行
预先探测（例如建筑的构造，恐
怖分子及人质的所在位置等），
随后机枪无人机负责从正面火
力压制并吸引恐怖分子注意力，
另一架搭载有催泪瓦斯的榴弹
无人机从建筑的另一侧连续发
射多颗榴弹，利用催泪瓦斯将恐
怖分子瘫痪后，特警小队突入将
其控制，并救出人质。

由此可见，国产无人机“蜂
群”的作战应用并不只局限于正
规军的正面战场， 在民用领域，
特别是反恐、 反劫持人质等领
域，也有很大的运用潜力。 由此
能引出的运用情景还有很多，例
如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先派出侦
察无人机对灾区环境及被困居
民进行侦察，之后再派出搭载有
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运输无人
机进入，为伤病员和被困人员提
供补给，最后还能引导救援人员
对被困人员实施精确定位，并进
行营救等。 可预见的是，国产无
人机“蜂群”的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对此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黄晋一）

11月 11日至 12月 12日期
间，长安马自达为广大车主准备
了“超长续航”的尊享礼遇，只
要打开手机淘宝 /天猫 APP，关
注长安马自达天猫官方旗舰店，
参与“双 11”服务活动，就有机
会赢取超值大礼。

限时秒杀，养车无忧
11月 11日 10点开始，您可

在长安马自达天猫官方旗舰店 1
元 抢 购 价 值 600-700 元 的

CX-5/AXELA 基础保养 1 次，
各限量 300 份， 使用时间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11月 11日
11点 11分开始， 您还可以五折
秒杀 CX-5/AXELA基础保养 1
次，且各有 1111个名额，使用时
间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1抵双百，礼赠翻倍
11月 11日 -12月 12 日期

间，长安马自达为您准备了 1000
份价值 200元的售后代金券，在

每周三及“双 11”“双 12”当天
上午 10点限量发售， 只需 1元
即可购得（可用于支付配件、工
时、保养等费用），每周三限量
150张，“双 11”“双 12”当天限
量 200 张，2019 年 1 月 31 日前
均可使用。

超值精品，限量秒
“双 11”当天上午 9点开始，

您可以通过长安马自达天猫旗舰
店以秒杀价拍下部分限量产品，

抢购成功后与您所在地的长安马
自达经销商预约， 并到经销商处
核销提货（不含工时费）即可，核
销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双券来袭，满就减
11月 11日至 12月 12日期

间，在长安马自达天猫官方旗舰
店领券后，在“双 11”、“双 12”
当天可享受指定产品每满 400
元减 100元活动；在 11月 12日
至 12 月 11 日期间可享受店铺
指定产品每满 400元减 50元活
动。 购买成功后，需到当地经销
商处核销提货（不含工时费），核
销有效期至 2019年 1月 31日。

11月 6日，中国兵器馆展出了“蜂群作战”用攻击型无人机，分为
大型的MR-150型和小型的MR-40型两种。图为挂载 2枚轻型导弹的
MR-40无人机

一年一度的“双 11”再次临
近。 近日许多快递公司为了备战
“双 11”，提前开始预热招聘。

记者在 58同城、赶集网、中
华英才网上，都能看到急招快递
员的招聘信息。 历年“双 11”期
间，大部分快递公司都在通过各
个渠道，开出高薪聘请快递员的
消息，甚至有快递点开出月薪上
万寻人的招聘启事，快递员的薪
酬一夜暴涨。“双 11”期间是物
流行业旺季， 需要大量快递员、

分拣员才能满足物流需求，在
短时间能消化大量物流。

此外，在 11 月后，气温降
低、快递人员劳动量增加，愿意
从事快递员工作的人也随之减
少，只能通过高薪来吸引人才。
根据历年经验， 高薪鼓励确实
起到一定效果，历年冬季快递、
物流都能实现正常运营； 部分
物流公司还给予员工低温补贴
和高额加班费， 实现人员留
存。 （通讯员 晓妹）

双十一前期 快递公司高薪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