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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3 月 27 日电 先前研究显示，肥胖关联多种
癌症罹患风险，尤其是乳腺癌，一些医生因而建议控制热量
摄入等方式减肥，以降低患癌风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迭戈分校一项研究显示，就降低患癌风险而言，注意什么
时间吃可能比吃多少更管用。

研究结果显示，限时进食的肥胖小鼠，肿瘤生长比那些
不限时进食的肥胖小鼠慢，与那些低脂饮食、不限时进食的
小鼠相当。研究人员还发现，因植入胰岛素泵而导致体内
胰岛素水平较高的小鼠，肿瘤生长比胰岛素水平正常的对
照组小鼠快。相反，胰岛素水平被抑制的小鼠，肿瘤生长比
胰岛素水平正常的对照组慢。

“今日医学新闻”网站26日援引研究牵头人马纳希·达
斯的话报道，这些结果显示，限时进食的抗癌效果至少部分
在于降低胰岛素水平，这种干预方式可能对乳腺癌的预防
和治疗有一定效果。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有望帮助癌
症高危人群寻找更好的防癌方式。

研究显示：

限时进食或有助防癌
韩国最大航空运营商大韩

航空公司 27 日召开年度股东
会议，表决反对财阀韩进集团
掌门人赵亮镐连任企业理事会
会长、即董事长，剥夺他对大韩
航空的经营管理权。

赵亮镐及家人先前陷入一
系列德行有亏甚至涉嫌违法的
丑闻，殃及这一财阀家族旗下
多家企业声誉，包括大韩航空。

股东不满

赵亮镐现年 70 岁，韩国知
名财阀韩进集团已故创始人赵
重熏长子，现任韩进集团会长，
继承集团旗下最赚钱企业大韩

航 空 。 经 由 投 资 机 构 韩 进
KAL 控股公司，赵亮镐及其亲
朋持有大韩航空共计 33.35％
股份，外国投资者占股20.5％。

韩联社报道，这是大韩航
空创建以来，头一次出现股东
大会将大股东兼企业领导人

“投”下台的情况。企业第二大
股东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在其中
发挥关键作用。

国民年金公团 26 日表明
反对赵亮镐连任的立场，理由
是赵亮镐一系列举动“损害企
业价值和股东利益”。

大韩航空一名发言人解释，
根据股东会议表决结果，赵亮镐
仍将保留“会长”头衔，但失去相

当于首席执行官的“代表理事”一
职，不会继续参与董事会决策。

深陷丑闻

赵亮镐一家近年丑闻缠身。
他本人2000年因逃税获判缓刑，
现在身负“挪用300亿韩元（2643
万美元）企业资金装修私人住宅”
指控，等待司法审理。他妻子李明
姬涉嫌“对员工施暴”和“非法雇用
外国劳工”，受到警方调查。

他的两个女儿同样麻烦不
断。长女赵显娥 2014 年 12 月在
美国纽约乘坐自家航空公司班
机，因为空乘人员没有按照“规
矩”提供坚果，惹她大怒，命令即

将起飞的客机返回登机口，导致
航班延误。韩国媒体曝光这起

“坚果之怒”事件，赵家备受舆论
谴责。赵显娥次年由法院判处10
个月监禁、缓刑 2 年，今年爆出丈
夫指认受她“家暴”、涉嫌利用大
韩航空航线走私奢侈品丑闻。

次女赵显玟原任大韩航空高
级副总裁，去年媒体曝光她开会
时对下属“泼水”、打骂。

丑闻发酵连累韩进集团旗下
各家企业市值缩水。赵亮镐替两
个女儿公开道歉，把她们调离韩
进集团高级主管职位，但没有平
息韩国民众对财阀子弟坐享其成
却“德不配位”的愤怒。

据新华社电

丑闻缠身

大韩航空掌门被剥夺大权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3 月 26 日电（记者徐烨 王瑛） 委
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下午宣布，因电力仍在恢复
中，27日全国将继续停工停学。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个人推特账户上说，在对受损的电
力系统进行评估后，总统马杜罗做出了继续停工停学的决
定，以便于电力恢复工作的开展。

委政府此前表示，占全国发电量一半以上的古里水电
站 25 日遭到反对派两次蓄意破坏，导致大范围停电，包括
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受影响，至今仍未
完全恢复。由于电力恢复工作受阻，委政府此前已决定26
日全国停工停学。

25 日下午，委内瑞拉多个地区发生停电，政府在停电
后几小时内成功恢复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但当天 21 时 50
分左右，全国多数地区再次停电。委政府指责反对派对古
里水电站进行纵火破坏，企图彻底破坏发电和输电系统，导
致政府此前恢复电力供应的工作前功尽弃。

目前，委国家电力公司正在全力修复古里水电站两台
被烧毁的大型变压器，将尽快恢复全国范围稳定供电。

委内瑞拉自 3 月 7 日起曾发生持续数日的全国范围大
停电。委政府说，造成停电的原因是古里水电站遭到反对
派蓄意破坏。

电力部分恢复

委内瑞拉继续停工停学

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26日电（记
者陈文仙 吕迎旭） 据以色列媒体 26
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
色列将对加沙地带实施更多打击。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美国
时发表演讲表示，在过去的一天里，以
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主要军事目标实施了
大规模打击，“我们已经做好实施更多
打击的准备”。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26 日发表声
明说，内塔尼亚胡缩短访美行程后于
当地时间26日上午回到以色列，并在
位于特拉维夫的国防部总部举行安全
磋商会议。以国防军随后发布消息
说，在安全磋商会议之后，以军总参谋
长阿维夫·科查维命令在以色列南部
增强兵力部署。

以色列媒体当天援引以色列一高
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没有同意与哈马
斯停火，双方交火随时可能重新爆发，
以色列已决定增强兵力并做好准备。

25 日上午，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
维夫附近的一栋民宅遭受来自加沙地
带火箭弹的袭击，至少 7 人受伤。为
报复，以军在 25 日晚到 26 日凌晨空
袭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数十个军
事目标。

内塔尼亚胡：

将对加沙地带
实施更多打击

西班牙一家法院 26 日公开
的法庭文件显示，一名法官寻求
从美国引渡数名嫌疑人，认定他
们上月 22 日突袭朝鲜驻西大使
馆，限制使馆人员人身自由，抢走
电脑、硬盘和文件，与美国联邦调
查局（FBI）分享所获情报。

一个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的秘
密团体数小时后“认领”使馆遇袭事
件，声称与联邦调查局分享情报。

引渡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高等
法院的法官何塞·德拉马塔26日
下令取消保密令，公开朝鲜大使
馆遇袭事件相关法庭文件。

文件写道，警方调查显示，犯
罪团伙共10人，包括韩国和美国
公民，头目为定居美国的墨西哥
公民阿德里安·洪昌（音译）。洪
昌承认自愿袭击朝鲜大使馆，没
有提及同伙身份。文件提及姓名
的嫌疑人还有柳三（音），美国籍；

李禹兰（音），韩国籍。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西班牙

国家警察官员向美联社证实，德
拉马塔已经就逮捕洪昌和柳三发
出国际通缉令。

西班牙司法界一名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记者，德拉马塔相信
所有嫌疑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其
中，查明身份的嫌疑人已经逃到
美国。这名法官寻求把他们引渡
回西班牙。一旦定罪，嫌疑人可
能面临最长28年监禁。

袭击

法庭文件显示，这些嫌疑人
2 月上旬抵达马德里，在一家酒
店住下，购买袭击所用刀具、套头
露眼面罩和假枪。洪昌向墨西哥
大使馆申请一本新护照，以“奥斯
瓦尔多·特朗普”为姓名在网约车
软件优步注册。

当地时间2月22日下午3时
左右，嫌疑人强行闯入朝鲜大使

馆，控制使馆人员，殴打、威胁，致伤
一人。其中三名嫌疑人把朝方商务
参赞徐延锡（音）带到地下室，自称来
自一个寻求“解放朝鲜”的团体，怂恿
他叛逃。徐延锡拒绝，嘴巴被封住。

一名使馆工作人员的妻子从一
扇窗户跳下逃走，大声呼救，附近居民
听到后报警。警员到使馆查问情况
时，洪昌假装朝方外交官，在门口迎
接，向警员保证一切安好，送走警员。
这些嫌疑人随后开着使馆的几辆小汽
车逃跑。整个过程持续大约4小时。

认领

反朝团体“自由朝鲜”格林尼治
时间 26 日晚在网站上发布一份英
文声明，认领这一事件，但没有证实
西班牙法院公开的嫌疑人姓名。

“自由朝鲜”原名“千里马民防
组织”，自称帮助从朝鲜逃离或叛逃
的所谓“脱北者”。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证实，袭击
朝鲜使馆是这一团体所为。

西班牙媒体报道，袭击者在
使馆内四处翻找，抢走电脑、硬
盘、闪存移动存储器（U盘）、文件
以及手机等通信器材。

法庭文件显示，洪昌 23 日抵
达美国纽约，4 天后联系联邦调
查局，向对方提供从朝鲜使馆窃
取的文件和材料，包括纸质材料
和视频。不清楚西班牙法院如何
得知洪昌联络联邦调查局、后者
是否接受相关情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本月早些
时候最先报道朝鲜使馆遇袭，以
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
报道，这一团体与联邦调查局分
享袭击相关情报。

“自由朝鲜”在声明中自述，与
联邦调查局签署保密协议，共享具
有“巨大潜在价值”的“特定信息”，
系自愿分享且应美方请求。

联邦调查局26日声明：“我们
的常规做法是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有
某项调查。”这一机构与西班牙执法
合作伙伴有着“牢固”的工作关系。

否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帕拉
迪诺26日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美
国政府与使馆遇袭事件“毫无关系”，
强调美方呼吁保护所有外交机构。

使馆遇袭发生在朝美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以前。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推
断报道，袭击者是为了获取关联朝方谈
判筹码、底线的机密文件，缘由是朝鲜
前驻西大使金赫澈数月前出任朝鲜国
务委员会对美特别代表，负责与美方商
讨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具体议程。

“自由朝鲜”否认外国政府牵涉袭
击朝鲜使馆或者事先知情，说这次“行
动”与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没有关联。

朝鲜驻西使馆没有向当地警方报
案。朝鲜政府官员没有公开回应媒体
报道。韩国外交部、西班牙内政部、墨
西哥外交部暂时没有回应。韩国统一
部发言人白泰铉 27 日就这一事件表
示无可奉告。

据新华社电

反朝团体突袭朝鲜驻西大使馆，声称与FBI分享情报

美国政府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新华社渥太华3月26日电（记者李保东） 中国驻多伦

多总领馆26日晚发布消息，确认加拿大警方已经找到日前
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

总领馆发言人说，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 26 日 21 时左
右逃脱绑架者的控制后，到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的格
雷文赫斯特镇一民宅求助，房主立即通知了警方。发言人
说，被绑架学生身上有擦伤，已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当地时间 23 日 18 时左右，这名中国留学生在多伦多
地区的马克姆市一所公寓的地下停车场下车时，3 个蒙面
人突然出现并将其绑架上一辆黑色汽车，随后驾车离开。

案发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与加
拿大警方保持密切沟通，敦促警方尽快解救被绑架学生；同
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为其来加拿大提供最大协助。该
学生家长已于26日抵达多伦多。

加拿大警方26日早些时候说，警方当天清晨在安大略
省多伦多市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绑架中国留学生的男子。

被绑架中国留学生获救

新华社新德里3月27日电（记者
赵旭） 印度总理莫迪 27 日发表电视
讲话说，印度已用反卫星导弹成功击
落一颗低轨道卫星。莫迪称，这项试
验是印度在太空领域的“重大突破”。

莫迪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
说，在这项名为“力量任务”的试验中，
导弹发射后 3 分钟内成功击落了一颗
卫星，卫星运行在距地面 300 公里的
近地轨道上。不过他没有透露试验的
具体时间。

莫迪称，这是印度在太空领域取
得的“重大突破”，是确保印度国土安
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一
步。他还表示，开发反卫星导弹技术
是印度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防御行
动。

莫迪：

印度反卫星
导弹试验成功

3月26日，在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上，参观者在中国展区参观。第15届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26日在马来西亚旅游胜
地兰卡威开幕，吸引各大防务厂商前来参展。兰卡威国际海空展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武器装备展之一。 新华社发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
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16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
2019年4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19 年 4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9年4月17日10时（延时除外）拍
卖标的物：

1、解放牌CA4228P2K2T3EA80重
型半挂牵引车1辆；

2、众泰牌JNJ6460小型普通客车1辆。
二、2019 年 4 月 29 日 10 时至

2019年4月30日10时（延时除外）拍
卖标的物：

1、常州市龙与城76幢乙单元1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561.85㎡）；

2、常州市世纪华城2幢504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21.65㎡）；

3、常州市朝阳新村108幢丁单元
6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3.2㎡）；

4、常州市翠竹新村122幢乙单元
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8.81㎡）；

5、常州市金色新城22幢903室不
动产（总建筑面积210.66㎡，其中阁楼面
积82.59㎡）；

6、常州市花园南村7幢6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74.12㎡）；

7、常州市花园西郡雅居6幢丁单元
1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18.31㎡）；

8、常州市香悦半岛花园39幢乙单
元3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0.63㎡）；

9、常州市香悦半岛花园40幢19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07.80㎡）；

10、常州市武进区鸣新中路1号卓
骏上品苑02幢2-07号不动产（建筑面
积45.95㎡）；

11、常州市湖塘镇鸣新中路7号（名
仕佳园）9幢甲单元1101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119.41㎡）；
12、常州市湖塘镇新城南都362幢乙

单元10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1.63㎡）；
13、常州市武进高新区百兴华府1

幢乙单元 12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89.61㎡）；

14、常州市龙东花园 6 幢甲单元
19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5.85㎡）；

15、常州市新魏花园54幢乙单元
5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4.45㎡）；

16、合并拍卖常州市尚东区花园12幢
416、417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94.25㎡）；

17、整体拍卖常州市北大街96号A
座1007、1008、1009室不动产（总建筑
面积361.69㎡）；

18、整体拍卖常州市黄河东路2幢
110号、110-1号、110-5号不动产（总
建筑面积1521.59㎡）；

19、整体拍卖江苏全福农牧实业有
限公司位于溧阳市竹箦镇上上线91号

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
记面积8667㎡）及地上工业房产（总建
筑面积5494.41㎡，其中有证房屋建筑面
积5145.39㎡，无证房屋建筑面积349.02㎡）、附属物；

20、江苏鑫泓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位
于江阴市璜土镇璜土村国有出让工业用
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20125㎡）
及地上无证房屋（建筑面积639.52㎡）、
附属物；

21、拆分拍卖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263670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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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y
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大型商场招租
和平中路413号常州报业传媒

大厦，原家乐福超市和平店（同济桥、
清凉寺南），面积16000多平方米（三
层），设施齐全，适合百货商场、展会
服务、大型超市、综合市场等类业态，
城市主干道路和平路旁，地铁1号线
直达（有2出口），多路公交有停靠站
点，地段好，交通便利。

另外常州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
有少量办公用房以及鹤苑新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有100-300平方
米店铺多间可出租。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武进区锦华路北侧、丰泽路西侧
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武进区锦华路北侧、丰泽路西侧地块
项目位于丰泽路西侧、孟津河东侧、锦华路
北侧，由常州新城悦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12221.6㎡。现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
业管理，请有意愿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9
年3月28日—4月1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1:30—4：30时，携带
本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
授权委托书（原件）、公司简介、业绩资料（合
同复印件一份），到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
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报名。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
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13685221117

13861063094
常州新城悦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春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8日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6日电（记者周舟） 美国副总统
彭斯 26 日说，美国要展开一场 21 世纪的“太空竞赛”，在
2024 年前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这比美国航天局
现有登月计划提前4年。

彭斯当天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说，在5
年内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是“本届政府的既定政策”。

彭斯说，月球南极具有“巨大的科学、经济和战略价
值”，所以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建议，美国宇航员再次登月
地点首选月球南极。

本届美国政府将月球视为深空探测的重要“跳板”。彭
斯说，美国将从月岩中开采氧气为飞船提供燃料，利用核能
从月球南极陨石坑中提取水，最终将使美国宇航员搭载新
一代飞船在数月之内而不是花费数年飞抵火星。

1969 年，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 11”号飞船登上月
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宇航员先后登月6次。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底下令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
并最终前往火星。美国航天局曾表示，按照目前的预算，可以
实现在2028年重返月球。但彭斯认为，2028年登月的时间
表“不够好”，因为美国曾在上世纪仅用8年时间就登上月球。

美副总统：

美宇航员5年内登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