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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A
新华社北京电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

装置工程 1 月 31 日在京通过国家验收。该
项目攻克了高能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的
部分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世界亮度最高的
同步辐射光源计划于2019年年中开工建设。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工程由中科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为法人单位、北京科技
大学作为共建单位承担建设，总投资约 3.2
亿元人民币，于 2016 年 4 月正式启动，2018
年9月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罗小安介绍，这一
科学工程项目集多种高新技术于一身，涉及
的主要科学和技术有：微波技术、超导高频技
术、超导磁铁技术、超高真空技术、机械加工
工艺、计算机网络、快速电子学、大功率电源、
X射线光学和探测、先进自动控制技术等。

据介绍，验证装置通过国家验收之后，世
界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拟于2019年年中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5年。

相关验证装置通过国家验收

世界最亮光源年中开建

1 月 31 日，学生们登上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艘核动力潜艇401艇参观。

当日，青岛嘉峪关学校“童行途中 我爱
海军”寒假实践活动走进海军博物馆，学生们
参观陈列的海军装备，听老舰长讲光荣传统，
了解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增强
爱国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 新华社发

“童行途中 我爱海军”

走进海军博物馆
图片新闻

C

1 月 31 日，桥梁工在九江长江大桥上进
行检修作业。

江西九江长江大桥是京九铁路的“咽
喉”，春运期间，列车行车密度很大。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桥工段大桥检查
班加大检修力度与频次，为大桥“把脉问诊”，
及时发现隐患，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新华社发

凌空行走

为大桥“把脉问诊”

科技资讯

B
新华社日内瓦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

月31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美国、日
本三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
中处于领先地位。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前 30 的机构中，有 26 名为企业，其余 4 名为
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其中，IBM 申请数量
最多，截至 2016 年底拥有 8290 项发明。其
次为美国微软公司，拥有5930项发明。前五
大申请机构还有日本东芝公司、韩国三星集
团及日本电气公司（NEC）。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20 的企
业中，有 12 家来自日本，3 家来自美国，3 家
来自韩国，还有两家来自中国，分别为百度和
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则在同类申请者中
独占鳌头。进入前 30 名的 4 家学术机构中
有 3 家来自中国，其中最领先的学术机构是
中国科学院，在前 30 名申请机构中排名第
17。

在所有学术机构中，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有 17 家来自中国，发表相关科学论文
数量排名前20的有10家来自中国。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中美日三国全球领跑

新华社洛杉矶电 美国研究人员在分析
美国“好奇”号火星车采集的最新数据后发
现，火星上盖尔陨坑的岩石层疏松多孔，密
度比原本预计的低。新发现及相关测量技
术有助人类进一步了解这颗神秘的红色星
球。

“好奇”号新发现

火星岩石层密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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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洪涛遗失行政执法
证 一 本 ，编 号 ：
JSZF04020284，声明作废

溧阳市溧城镇人民政府公告
本机关于2018年11月7日对周妹凤、王洪新户坐落于

溧城镇清安村委王家村35号房屋作出了征地房屋的补偿安
置方案书。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溧城镇
清安村委王家村35号房屋的补偿安置方案书。该方案书主
文如下：一、货币补偿1635129元；二、实物安置地址为下份
北安置小区3幢101室、104室（期房），面积合计约255.58㎡，
实物安置房屋价格390021元与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格214735
元的差价175286元（不包括代办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由周
妹凤、王洪新支付，实物安置房屋产权归周妹凤、王洪新所
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补偿安置
方案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选择补偿安置方式后到清安片
区征收项目部签约并腾空房屋交出土地。逾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将依
法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处理决定。

2019年2月2日

公 告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草案将于2019年2月2日-3月20日
在钟楼区政府网站（zl.changzhou.gov.cn）、邹
区镇政府公示栏公告。公告期间公众对公
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出陈述、
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请等意见，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
2019年2月2日

�谈建新遗失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商业险保单，保单号:
ACHZD78Y1418B029310X
, 流 水 号:
CFBA1814150418，声明作废

�戚墅堰区潞城敏敏花
卉种植园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320405600057811，副
本 编 号 ：
320405000201304100014，
声明作废

�吴小华遗失苏DX012P中国太平保险商业险保
单1份，保单号：66103080220180013254，流水号：
00180000842526，声明作废

�张福庆、沈永莲遗失常
州绿洲置业有限公司购
房发票1份，发票代码：
232001390111，发票号码：
00929799声明作废

�张福庆、沈永莲遗失常
州绿洲置业有限公司购
房发票1份，发票代码：
232001390111，发票号码：
02167092，声明作废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 月 31 日发布
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参与的研究团队巧妙
地借助“好奇”号搭载的加速计和陀螺仪，测
算了火星盖尔陨坑岩石层的堆积密度，结果
发现这些岩石层的压实程度低于原本预计。

研究团队成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加
布里埃尔介绍说，按照化学和矿物学仪器确
定的岩石矿物组成估计，盖尔陨坑组成材质
的密度约为每立方米 2810 千克，而他们借
助新方法测算出的密度要低得多，只有每立
方米1680千克。

研究人员表示，火星岩石层密度较低可
能是其多孔结构所致，新发现不仅有助人类
进一步了解火星岩石层，所采用的密度测量
方法还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

国际时讯

D

新华社华盛顿电 据美国媒体报道，
连日来，严寒天气肆虐美国中西部和东部
地区，截至1月31日已导致至少十余人死
亡。

在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密歇根3州，
至少4名男性在户外被冻死。在纽约州北
部地区，一名 69 岁流浪汉 1 月 31 日晨被
发现在一处公交候车室内死亡，另有一名
居民当天在除雪时死亡。此外，在艾奥瓦
州，6人在风雪中遭遇车祸身亡，另有一名
艾奥瓦州大学一年级学生 1 月 30 日倒在
校园内一栋建筑外面人事不省，被送入医
院不久后宣告不治。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31 日清晨，明尼苏达州卡顿市气温为零
下 56 摄氏度，逼近该州 1996 年创造的零
下 60 摄氏度最低气温纪录。严寒天气已
导致数十人因冻伤或体温过低被送入医
院治疗，大量学校、企业关闭。仅 1 月 31
日当天，就有数以千计的航班遭取消或
延误。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此次
寒潮起因是位于北极上空的“极地涡旋”
近来不稳定，导致通常聚集在北极上空的
冷空气南下，侵入美国上空。

已导致至少十余人死亡

严寒天气肆虐美国

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 月 31 日表示，美方将于下周公布他本人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
具体时间与地点。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与
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于 2 月底举行，美
朝双方已就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达成
一致，并会在下周对外公布。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朝
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将于 2 月 3
日赴韩国首尔，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
涉本部长李度勋举行会谈。比根还将与
朝鲜官员就“推动实现朝鲜最终、完全经
验证的无核化目标的下一步措施”等举行
会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 月 30 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美朝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
将于2月底在亚洲某处举行。据美国媒体
报道，两人会晤的备选地点包括越南河
内、岘港和泰国曼谷等。

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时间地点

特朗普称将于下周公布

结冰的喷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