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火山喷发机场关闭而滞留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的中国游客目前正陆续撤离遥 据中国
驻登巴萨总领馆统计袁 直到机场 11月 29日
重新开放前袁在巴厘岛滞留的中国游客有 1.7
万人左右遥 从 29日晚开始袁总领馆已陆续协
调东方航空公司尧 厦门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
公司客机飞往巴厘岛袁野空机来袁 满机走冶袁协
助中国游客回国遥

图为 11月 30日袁 在印尼巴厘岛伍拉莱
国际机场袁 中国游客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
工作人员咨询情况遥 杜宇摄

日本佐渡市第 6次飘来幽灵木船
2具男尸仰面朝天

12月 2日袁日本新潟县佐渡市江积海岸
发现一艘翻覆的木船遥当日上午 9点 15分左
右袁 有当地居民在日本佐渡市海岸发现了一
艘倾覆的船只被海浪冲到海岸遥接到报警后袁
警方赶往现场调查遥 警方在该木船的旁边还
发现了 2具男性尸体袁他们均仰面朝天袁1人
全裸遥警方称袁船只并没有任何可辨明国籍的
文字和记号遥从上月开始袁不断有木船飘到佐
渡市海岸袁虽然国籍不明袁但算上此次袁已是
第 6艘木船遥 建利

美国 6架 F-22隐形战机飞抵韩国
野警戒王牌冶年度联合空演即将举行
当地时间 12月 2日袁美国 6架 F-22野猛

禽冶隐形战斗机飞抵韩国袁它们将参加 4日的
美韩联合空中演习袁 展现双方的实力遥 除了
F-22隐形战斗机外袁美军还计划派出 F-35A
及 F-35B隐形战机尧F-16C战斗机袁而多次来
韩演习的美军 B-1B战略轰炸机亦会有多架
现身遥 另一方面袁韩国空军则出动了 F-15K尧
KF-16和 F-5战机及其他飞机参加演习遥 参
演的美韩军机数量超 230架袁 它们将分别部
署在韩国国内的 8个美韩空军基地内遥 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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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信息院根据瑞人社字[2017]152
号文件通知袁现预设一批公益性岗
位主要招用搬迁贫困户中的
野4050冶人员袁请有意向的单位渊企
业冤可以在 12月 10日前向市就业
局申报公益性岗位袁经审核并招用
成功后用人单位可申请 600元/人/
月渊象湖镇尧经开区 900 元/人/月冤
岗位补贴遥 市就业局咨询电话
2512651/2522409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绵塘居民委员
会遗失瑞金市象湖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户许可证袁 核准号院J429600004
3202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增信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湖南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ZD08040043袁特
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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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17年 12月 21日至 2018年 1月 5

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象湖
镇瑞明村村级预留地尧 象湖镇人民政府北侧 1号地等二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袁网址院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12月 1日

一地金黄满树
灿烂袁最近江南水乡
的银杏进入了最佳
观赏期 遥 11 月 30
日袁绍兴鲁迅小学的
书法拓展课也跟着
时节有了新变化袁一
片片扇形的银杏落
叶成了学生们上佳
的书写载体袁 同时袁
书法让这些落叶看
上去更美了遥鲁迅小
学的书法教师刘明
说袁因为对小学生来
说袁书法是一门相对
枯燥的艺术袁学校从
去年开始一直在研
究拓展书写的载体袁
如使用石头尧树叶和
废弃包装盒等袁以激
发和维持孩子们对
书法的兴趣遥

11月 30日袁李克强总理抵达俄
罗斯著名港口城市索契袁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渊总理冤理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遥这是中共十九大后
中国面向欧亚地区的一次重大外交
行动遥本次会议是今年 6月上合组织
成员国队伍首次扩员后袁上合组织举
行的首次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遥

今年是 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曳签
署 15周年袁也是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曳 签署 10
周年遥以这两份纲领性文件为思想基
石和行动指南袁成员国坚定遵循野上
海精神冶袁 在构建命运共同体道路上
迈出日益坚实步伐袁树立了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遥各方此次齐聚
索契袁共同梳理成果袁挖掘潜力袁将在
新的起点上持续推进成员国政治尧安
全尧经济尧人文等领域合作遥

索契会议彰显上合组织活力遥本
次会议上合组织 8国总理齐聚索契袁

共商未来发展大计遥 国际社会看到袁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袁经济总量超过全
球 GDP的 20豫袁 经济合作潜力空前
增强遥同时袁各国之间互动频繁遥今年
1至 9月袁中国同上合组织成员国贸
易总额达到 1590亿美元袁 同比增长
18.7豫遥

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旋律在
上合组织唱响遥自 2001年成立以来袁
上合组织国家积极践行野互信尧互利尧
平等尧协商尧尊重多样文明尧谋求共同
发展冶的野上海精神冶袁国家间相互关
系不断密切袁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袁经
济互利合作不断深入袁建立和发展了
新型国际关系袁奠定了中亚地区和平
与合作的坚实基础遥 上合组织的发
展袁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尧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方面袁 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袁也将成为中国推动野两个构建冶的
重要依托遥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袁 中俄

堪称新型大国关系典范遥 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促进两国在各领
域以及地区合作的深度发展袁 更有效
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尧安全袁在错
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发挥着稳定器作
用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袁中俄
具有广泛的利益诉求遥多年来袁两国在
加强全球治理尧 推动多边机制发展过
程中袁保持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遥在上合
组织的发展历程中袁 中俄两国始终携
手合作袁发挥了野双引擎冶作用遥

当前袁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
变化袁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遥 各国
惟有同舟共济袁才能妥善应对威胁和
挑战遥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袁强化命运
共同体意识袁建设安全稳定尧发展繁
荣的共同家园遥 陈玉荣

据中国科学院公布袁 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野悟空冶有充分数据证实袁在太空中
测量到了电子宇宙射线的一处异常波动遥
这一波动此前从未被观测到袁意味着中国
科学家取得一项开创性发现袁且有可能与
暗物质相关遥 该成果于北京时间 30日由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叶自然曳在线发表遥

野悟空冶首席科学家尧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副台长常进介绍袁电子宇宙射线
的正常能谱变化应该是一条平滑曲线袁
但根据野悟空冶观测数据袁在 1援4万亿电
子伏特渊TeV冤的超高能谱段突然出现剧
烈波动袁呈现一个野尖峰冶遥 这表明袁此处
必然有一个全新的物理现象遥

这一现象是否就是科学家苦苦追
寻的暗物质踪迹钥 常进表示袁根据现有
的探测数据量和理论模型袁目前还无法
做出断定遥 但这一疑似暗物质的踪迹袁
是近年来科学家离暗物质最近的一次
重大发现袁也将打开人类观测宇宙的一
扇新窗口遥

野耶悟空爷的最新发现袁是引领性原
创成果重大突破遥 冶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说袁如果后续研究证实这一发现与暗物
质相关袁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
学成果袁即便与暗物质无关袁也可能带
来对现有科学理论的突破遥

当前主流科学界认为袁人类已经发
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物质量不足 5豫袁
剩余部分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构成遥 由
于暗物质无法被直接观测袁与物质相互
作用也很弱袁 人类至今对它知之甚少遥

揭开暗物质之谜袁被认为是继哥白尼的
日心说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尧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尧量子力学之后袁人类认识
自然规律的又一次重大飞跃遥

野悟空冶卫星集合了中科院下属多
个单位的科研力量袁自项目酝酿到 2015
年底成功发射袁共历时十余年遥 与美国
费米卫星尧日本量能器型电子望远镜以
及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主持的阿尔法
磁谱仪等国际同类设备相比袁野悟空冶投
入相对小袁在野高能电子尧伽马射线的能
量测量准确度冶和野区分不同种类粒子
的本领冶这两项关键技术指标方面世界
领先遥 董瑞丰 王珏玢

上海合作组织前景广阔

中科院公布重大科学发现

“悟空”或看见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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