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中出土的越窑瓷器（左图）。右图从上到下分别为铜盆、鹦鹉杯和兽面瓦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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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中央通讯社 8 日报道，朝鲜
前一天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实施

“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
报道说，朝鲜国防科学院 7 日下

午实施这次重大试验，随后向朝鲜劳
动党中央委员会汇报试验成功结果。
朝方没有披露这次试验的具体内容，
只是表示试验结果将在不久后“对改
变朝鲜战略地位”发挥重大作用。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说，监测显示
朝鲜7日没有发射任何发射体。

韩联社8日报道，朝鲜西海卫星发
射场先前有准备测试导弹发动机的迹
象。一些人由此猜测，朝鲜7日可能成

功测试一种新型火箭发动机或导弹发动
机，可用于远程火箭或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研究员安基
特·潘达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西
海卫星发射场可能在地面实施了一次
发动机测试。这不是一次发射活动！”

朝中社 11 月 29 日报道，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超大型火箭炮”
试射，对试射结果极为满意。韩联社
说，这是朝鲜今年第13次武器试射。

美国近来加大对朝鲜监视和情报
搜集，美军侦察机出现在韩国首都首
尔及周边区域上空的次数较以往明显
增多，引发韩国舆论猜测。

朝鲜多次就朝美关系和双方重启
磋商问题表态，强调美方必须首先取
消对朝敌视政策，拿出朝方认可的新
方案，否则双方没有再次会面的必要。

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金英
哲 10 月 27 日批评美国坚持对朝敌视
政策，敦促美国今年年底前拿出新方
案参与朝美对话。

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副相
李泰成12月3日提醒，朝方向美国提出
的年底期限日渐迫近，为避免朝方已采
取的重大措施遭受破坏，朝鲜已保持最
大耐心、竭尽一切努力，现在只待美国
做出选择和决断。 据新华社电

在美坚持对朝敌视政策氛围下——

朝鲜宣布成功实施“重大试验”

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本钱，是构
筑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化
解风险挑战，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都离
不开振兴实体经济。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农
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
技实力和创新能力”⋯⋯6 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 2020 年经济
工作，在关键时刻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指明方向，也让制造企业更加坚信，把实
体主业做得越结实，应对挑战的底气就
更足，未来发展的信心就更强。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
境和国内发展转型压力，我国经济发展

稳中有进，实体经济功不可没。前 10
月，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 个行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加。代表先进制造的高
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 7.5％、5.3％。实体经济展现
出的韧性与潜力，是我们应对下行压力
的底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也
让实体经济更坚定了前行的信心。

不可否认，面对多重挑战，我国实体
经济正在经历艰难爬坡，一些制造企业
倍感压力。比如，外部环境多变，没有过
硬的产品就难有稳定的市场；融资压力
大，没有塑造健康的肌体就难以应对风

险⋯⋯但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强调，
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
这也启示实体经济企业正确看待危和
机，更要善于危中寻机。

风雨挑战吓不倒有准备之人。记者
近日在多地调研发现，纵然挑战依旧，相
较于此前的犹豫与彷徨，企业家们更加
从容、务实、坚定，更加聚焦主业增强核
心竞争力，着眼于长远进行一系列布局。

加大对制造的投资、回流优质工
厂、更敏捷捕捉需求、更注重创新与绿
色⋯⋯来自经济一线的积极变化，反映
出制造企业聚焦实业的坚定信心。瞄
准发展质量与活力的一系列创新，让实

体经济“骨骼”更强健，“肌肉”更结实。
为了强化实体经济和帮助企业转型

升级，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化
“放管服”，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创
新受益、违规违法者受罚的机制⋯⋯近
来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精准聚焦问
题，有助于让从业者更加心无旁骛做实
业、聚精会神谋创新。

坚定实业为本，坚持创新引领，务实
推进改革，把实体经济根基筑得更加牢
固，中国经济大树将会根深叶茂、生机勃
发。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让实体经济越来越结实

据新华社新德里 12 月 8 日电（记
者胡晓明 赵旭） 印度新德里警方说，
8 日凌晨新德里北部地区一座四层商
业建筑失火，现已造成至少 43 人死
亡、多人受伤。

据消防官员介绍，死伤者多为正

在楼内休息的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东
部比哈尔邦。消防人员抵达时，商业
楼正门被锁，人们从楼内呼喊求助。
现场弥漫烟雾和有毒气体。

大火已被扑灭，救援工作仍在进
行。由于通道狭窄，救援工作受到一

定影响。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社交媒体推

特账户发文，称这起事故是一个“悲
剧”，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悲痛，
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表示当局“正在
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印度新德里一商业建筑失火

已造成43人死亡

新华社南昌 12 月 8 日电（记者袁慧
晶） 记者近日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获悉，考古队员经过475天的田野发掘，
在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已清理
出 73 座古墓葬，其中六朝墓葬数量最
多、形制最丰富、规模最大、级别最高。
专家认为，这一墓群是目前国内罕见的
保存较好的大型六朝墓群，是我国六朝
考古的重大发现，700 余件出土遗物展
示了孙吴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材料。

2013年6月，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滨南路土方施工中挖掘出六朝时期网
钱纹墓砖，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
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昌市博物
馆在周边迅速展开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
墓葬密集分布区约5000平方米，其中形

制较为清楚的古墓26座，初步判断该墓
群是南昌近年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六朝
古墓群。2018年7月12日，为支持赣江
新区儒乐湖新城建设，南昌儒乐湖新城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委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该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同年
8月，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

江西省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位
于赣江新区儒乐湖以南、赣江以西，分为
A、B、C 三 个 发 掘 区 ，总 布 方 面 积 为
8000平方米，目前A区和C区发掘已基
本完成，正全面勘探 B 区。据该考古发
掘项目负责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赖祖龙介绍，A发掘区 16 座六朝
墓分布规则，墓与墓之间未见打破迹象；
墓群呈东西向一字排开，墓道朝向一致；
排水沟规划有序，与墓葬相互衔接，沟与

沟间有明显的打破连接迹象，构成复杂
的地下排水系统；推测该区应是一处家
族墓地。结合该区发现的“周侯”铭文和

“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铭文，参考
该墓地的墓葬形制，该墓地应是六朝时
期周氏家族墓地；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及
在墓地中的排列分析，推测第一代墓主
应是五号墓，二号墓墓主的官职为“中
郎”。因年代久远、红土壤、墓葬保存条
件较差及盗墓等原因，墓内棺椁和人骨
均已腐朽，无法提取标本。

专家介绍说，此前，南京、杭州、马鞍
山、南昌、九江等地多次发现六朝时期的
墓群，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大型六朝墓群
并不多，主要以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家
族墓地为代表。赖祖龙说，第一代墓主
五号墓墓室主体长 13.8 米、宽 5.25 米到

8.7 米，墓道和排水沟残长 24 米，墓葬规
制很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
正认为，七星堆六朝墓群规模庞大、数量
众多、形制多样、排列有序，在全国同时
期的墓群中极为罕见。从墓葬形制上
看，既有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墓葬的特点，
也存在地方特色。该墓群的发掘对于研
究南昌地方史、城市变迁等，具有重要意
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特殊历
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七星堆六朝墓群出土了700余
件遗物，按质地可分为瓷器、陶器、金属
器、石器等，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模型明器、
日用器、陪葬俑、武器等。从数量上看，瓷
器占绝大多数，陶器次之，金属器再次，石
器最少。值得一提的是，墓群中同时出现
了湖南湘阴窑、浙江越窑、江西洪州窑三
个窑口的产品，且产品功能清晰，充分证
明了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商贸活跃、
手工业分工精细、船运发达，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专家认
为，七星堆六朝墓群是长江中下游六朝时
期经济繁荣、商贸活跃、船运发达的历史
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期形成的缩
影，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材料。

700余件出土遗物见证孙吴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江西南昌发现罕见大型六朝墓群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7 日电
想减肥，却又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美国《细胞－代谢》杂志日前发布的
一项新研究发现，不刻意节食或增
加运动量也可能减肥，改善代谢综
合征，但前提是要把每天进食的“时
间窗口”控制在 10 小时以内，即每
天吃完最后一餐后，至少14小时除
了喝水不再吃任何东西。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和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招
募了 19 名患有代谢综合征的受试
者。代谢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病理
状态，涉及脂肪、糖类和蛋白质等多
种物质的代谢紊乱，典型症状包括
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等，治疗
上常采取控制饮食、增加运动、服用
药物等方法。

试验中，受试者无须特别控制

食量或加强运动，只需在不停药的
情况下，将每天进食的“时间窗口”
控制在10小时以内。

结果显示，在限时进食3个月后，
受试者总体而言睡眠得到改善，体
重、腹部脂肪、腰围减少 3％至 4％，
血压和胆固醇水平有所降低，血糖和
胰岛素水平也出现改善趋势，且他们
在试验期间未报告任何不良反应。

研究人员说，不规律饮食会破
坏人体的昼夜节律，增加代谢紊乱
的风险，将进食“时间窗口”控制在
10 小时以内，可让身体在晚间休息
和恢复 14 个小时。通过优化昼夜
节律，身体可以预测“主人”会在什
么时段进食，从而优化新陈代谢。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萨奇达南
达·潘达说，与数着卡路里进食相
比，限时进食更易操作。

不刻意节食或增加运动量也可减肥

限时进食有助改善代谢综合征

新华社杭州 12 月 8 日电（记者
魏一骏 许舜达） 记者从正在此间
举行的第二届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
业博览会·未来交通大会上获悉，我
国高速磁悬浮列车研究取得突破性
进展，已具备了启动高速试验线建
设和后续产业落地的基础。

在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会
场外，记者看到展示有设计时速600
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实车，从外
观上看，其车头比现有运行的高铁
列车更修长，车厢内部整洁明亮，座
位数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据了解，中车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车研制项目于 2016 年 7 月
启动，由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组

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联
合 30 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
合共同攻关。经过 3 年左右的技术
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
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运
控通信等核心子系统研发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设计师张志强介绍，作为一
种新兴高速交通模式，高速磁浮列
车具有速度快、启动加速度大、爬坡
能力强等优点，既可以在长大干线
交通中发挥出速度优势，也适用于
中短途快启快停应用，大幅提升城
市通勤效率，促进城市群、市域间的

“一体化”“同城化”“通勤化”发展。

已具备启动试验线建设基础

我国高速磁悬浮列车
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7 日电（记者邓
仙来 孙丁）美国联邦调查局7日在社交
媒体上确认，6日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海军航空站的枪击事件凶手为沙特阿
拉伯籍男子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日表示，该局下
设的打击恐怖活动联合工作组等部门正
在参与相关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凶
手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现年 21 岁，
服役于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当时在事
发海军航空站接受飞行训练。

美国海军 7 日公布了枪击事件中 3
名遇难人员的姓名及身份，他们均是海
军飞行学员，年龄在 19 岁至 23 岁之间，
分别来自美国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
和佐治亚州。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当天在加利福
尼亚州一场国防论坛上表示，目前他还
不能称这起枪击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
定性将以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事实为准。

埃斯珀说，他已下令国防部检查所
有军事设施的安全预警措施，确保军人
及其家属和设施周边地区得到恰当的安
全保护，他已下令国防部检查在美受训
外籍军人的审查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说，沙特阿拉
伯国王萨勒曼当天与他通电话，讨论这
起枪击事件。

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
站6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1名枪手
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据彭萨科拉
海军航空站官网信息，该军事设施驻有超
过1.6万名军人和约7400名文职人员。

美联邦调查局公布
海军航空站枪击案细节

凶手为沙特军人

据 新 华 社 武 汉 12 月 8 日 电
（记者李伟） 记者 8 日从华中科技
大学举办的天琴空间科学任务研
讨会上获悉，自今年 6 月 8 日以来，
我国天琴计划团队已多次成功实
现地月距离的激光测量，并在国内
首次得到月球上全部五个激光反
射镜的回波信号。这标志着包括
我国在内，全世界共有五个国家具
备了激光精准测量地月距离的技
术能力。

地月激光测距是以脉冲激光器
作为光源对地球与月球之间的空间
距离进行精准测量，是开展天琴计

划空间引力波探测必须攻克的关键
技术。位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天
琴计划激光测距台站，在不到 1 年
时间内完成台站建设，并实现高精
度地月距离测量，这是天琴计划

“0123”路线图中的“0”步骤。记者
获悉，天琴计划“0123”路线图中的

“1”步骤，即国内首颗由国家立项
面向未来引力波空间探测技术试验
卫星预计将于今年底进行发射。

天琴计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罗
俊于 2014 年 3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
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以我国为
主导的国际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

首颗引力波探测试验卫星预计年底发射

我国多次实现高精度
地月距离激光测量

米－26 重型直升机吊运一台
挖掘机起飞准备从布拖县城飞往阿
布洛哈村（12月6日摄）。

为了打通大凉山最后一条通村
公路——四川省布拖县阿布洛哈通
村公路，从 11 月 30 日开始，施工单
位四川路桥集团租用的一架米－26
重型运输直升机克服高山峡谷、天
气多变等不利因素，从布拖县城吊
运挖掘机、装载机、潜孔钻机等修路
设备到阿布洛哈村，为两端分头掘
进施工提供大型机械保障。

位于金沙江畔西溪河峡谷中的
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目
前阿布洛哈村民在布拖县乌依乡与
村里之间通行主要使用一条沿着悬
崖修建的崎岖山路，徒步约4小时，靠
马匹驮运生活用品和物资。为了改变
制约阿布洛哈村脱贫攻坚的交通瓶
颈，当地政府决定修建一条长3.8公里
的四级通村公路，起于布拖县拉果乡
伟木村，止于阿布洛哈村村委会。这
条公路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后
一条通村公路。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2 月 8 日
电（记者关俏俏） 入冬前，最后一批
贫困农牧民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的高原深山和沙漠腹地搬出，迁
到绿洲、平原，住进国家和地方政府
补贴的安全住房。至此，新疆全面
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40146户、16.94万人喜迁新居。

在喀什地区叶城县，2017 年以

来，阿克塔什安置区已接纳当地 3
个山区乡镇 3150 户、1.4 万贫困人
口，成为新疆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
区。

记者在位于新疆南部的多个易
地搬迁安置区看到，搬迁农牧民人
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两不愁三保
障”得到解决，就业渠道增多，贫困
户收入增加。

新疆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近17万人喜迁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