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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国家 14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与欧盟石墨烯旗舰项目，未来经费投入将达 10亿欧元

石墨烯将推动人造视网膜技术
并生产可持续交通系统轻便高效电池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6月 23日电
#记者张晓茹$ 欧盟委员会 23日宣布，

随着 66家新的合作伙伴获邀加入，欧
洲最大的研发计划之一 ——石墨烯旗
舰项目的规模将增长一倍。这将进一步
增强该项目的科技实力。
新增的 66家合作伙伴来自 19个
国家，其中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爱
沙尼亚、匈牙利和以色列是第一次加入

该项目。此前大部分参与方都
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而新增合
作伙伴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中小
型企业，显示出市场对石墨烯
的兴趣不断增加。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 23
个国家的 140多家机构参与
该项目，他们将致力于把“神
奇材料”石墨烯和相关层状材

料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其中，
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合作伙伴
分别为 23家，并列首位，其次是
西班牙 18家、英国 17家、法国
13家。
负责欧洲数字化议程的欧盟
委员会副主席内莉·克勒斯—斯
米特说，欧洲正在引领石墨烯革
命，这种“神奇材料”将有可能大

大改善我们的生活。它将推动产生
人造视网膜等新医学技术、供可持
续交通系统使用的轻便高效的电池
等。
石墨烯是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
来的、
仅由一层碳原子组成的材料，
是迄今最薄、同时也是最坚硬的材
料，
导电、
导热性能超强。欧盟委员
会认为，
从长期看，石墨烯可能同钢

铁、
塑料一样重要，
有可能代替硅成
为信息技术的基础材料，还可能在
能源、交通和医疗保健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
2013年 1月，欧盟委员会宣
布，
石墨烯研究入选
“未来新兴旗舰
技术项目”，并设立专项研发计划，
该计划将在未来 10年内获得 10
亿欧元的经费。

中国成韩股市
最大外国买家
过去 6个月已投入 13.8亿美元

据新华社 6月 24日电 韩联社 24日报道，中国投资
者在过去 6个月向韩国股市投入约 13.
8亿美元，成为韩国
股市最大的外国买家。数据显示，
从 2008年 1月至今年 5
月，
中国投资者共向韩国股市投入约 81.
5亿美元。韩联社
认为，中国投资者青睐韩国股市得益于中国国内充足的流
动性和政府放松对境外投资的限制。

俄国拟改用国产处理器
从 2015年起每年订购 100万台

据新华社 6月 24日电 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政府
部门和国有企业将停止购买安装了两大知名处理器生产
商——
—英特尔公司和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处理器的电
脑，从 2015年起每年订购多达 100万台基于一款国产处
理器的电脑。这意味着许多俄罗斯官员可能要与安装了微
软公司
“视窗”
系统的个人电脑以及苹果电脑
“说再见”
。

黑猩猩会组合使用工具

据新华社东京 6月 24日电 日本一个研究小组日前
说，他们观察到野生黑猩猩会组合使用木棍和树枝等来采
集蜂蜜或猎捕小型动物。这是研究人员首次确认黑猩猩可
以组合使用工具来达到多个目的。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 24日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研
究生院教授山极寿一等人组成的团队于 2013年 7月至 8
月在加蓬观察黑猩猩的行动。他们观察到一只雌性黑猩猩
用一根粗木棍拍打一棵内部藏着蜂巢的树，然后用细长的
树枝捅大蜂巢的洞，
再用另一根细树枝刮取蜂蜜。
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同一群落的一只雄性黑猩猩用粗木
棍拍打一棵倒在地上的树，
这棵树里藏有小型哺乳动物——
—
獴。之后，
这只黑猩猩将一根细长的树枝捅入树洞，
以赶出里
面藏着的獴，
而另一只雄性黑猩猩则在出口处守株待兔。

! 月 %$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菲利普港湾!一名冲浪爱好者走在风浪里% 新华社 /法新

流行歌王杰克逊：

辞世 5年 入账 7亿

奥巴马传授
“爸爸经”
：

与常跳槽者相比——
—

让孩子多干家务

工作稳定一生少赚 50%

据新华社 6月 24日电 美国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在 23日播出的一段采
访中分享了自己为人父的经验。他给出
的育儿经验是：
定规矩，付出爱。
奥巴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谈及教育两个女儿的
“爸爸经”。
他说：
“给孩子们无条件的爱。
同时，给她们定下大方向和一些规矩。通
常她们都会完成得非常棒。”
奥巴马和妻子米歇尔育有两女，大
女儿玛利亚现年 16岁，小女儿萨莎现
年 13岁。谈及自己在女儿心目中的形
象，他曾自称是
“具有幽默感的好父亲”。
奥巴马说，
他和妻子一致认为应让孩
子多干家务。
“自从她们能听懂话，
我们就
开始给她们布置任务。”
他说，
“去洗澡、
把
豌豆吃掉、
把玩具从地上拿起来……等到
16岁，
她们样样都会干得不错。”
奥巴马在采访中还谈及将签署一项
备忘录，要求联邦相关机构推广弹性工
作制，
使企业职工能有时间照顾家庭。同
时，他将要求进一步保护怀孕女性权益，
防止用工企业歧视准妈妈。
他说：
“这和我个人有关，和许多人
有关。”
他回忆起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
往事，以及自己和妻子抚育两个女儿时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寻求平衡的困难。
奥巴马在今年父亲节前夕接受采访
时说，自己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
从小没
有父亲陪伴。因此，他很早便立下决心，
将来成为一个好父亲。他说：
“我成年后
很早便立下决心，一定陪伴孩子一起成
长，这非常重要。”

据 新 华 社 6月 24日 电
不少人喜欢稳定的工作，不爱
跳槽。但《福布斯》杂志近日刊
登文章说，与经常换工作的人
相比，每次在同一个岗位工作
超过两年的人，一生挣的钱将
少 50%。
文章中说，
2014年，美国
上班族的平均薪水将比前一年

增加 3%，但若把 2.
1%的通货
膨胀率考虑进去，实际增幅只
有约 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跳槽者的薪水将可以增
加 10%至 20%，有些人甚至可
以增加 50%。
为何会出现这种差距？美
国硅谷资深猎头贝萨妮·迪瓦
恩曾与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合

作过，英国《每日邮报》23日引述
他的话报道：
“一直在一家公司工
作带来的问题是，你从最低工资
开始赚起，每年工资增长比例基
于现有工资标准。但如果你换一
家公司，
一切从新开始，
你可以要
求更高的薪资水平。如果符合期
望，新公司一般不会吝惜于多给
些钱。”

迪瓦恩认为，晋升也是同样
道理。她说，
在一家公司里工作的
年头越久，
越不容易晋升。因为你
前面可能还有许多等待晋升的
“老人”
，但公司每年的晋升名额
有限。
“然而，
如果你申请去另一
家公司工作，恰好你的能力符合
更高职位的要求，那么新公司很
可能就会雇用你”
。

据新华社 6月 24日电 今年 6月 25日是美国流行歌
王迈克尔·杰克逊逝世 5周年纪念日。杰克逊在生前债台
高筑，几近破产，但负责经营杰克逊资产的公司近 5年来
收入超过 7亿美元。不过，这笔巨款大部分要用于偿还他
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
《迈克尔·杰克逊公司》一书的作者扎克·格林伯格说：
“在去世 5年后，迈克尔·杰克逊公司现在开始赚更多的
钱，
超过他职业巅峰之后的时期。”
杰克逊 2009年 6月 25日在为伦敦音乐会进行紧张排
练时因心脏停搏去世，
年仅 50岁。此后，
杰克逊的资产由家
人交给
“迈克尔·杰克逊资产公司”
打理。
此外，
杰克逊虽然肉身已死，
但借助现代的全息影像技
术仍然能够活跃在舞台上吸金。杰克逊上月就在拉斯韦加
斯舞台上
“复活”，
演唱 1991年发行的老歌《节奏的奴隶》。

“宇宙钻石”
如地球般大小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23日
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天文学家
23日撰文说，他们使用多个天
文望远镜找到了可能是迄今发
现的“最寒冷、最暗淡”的白矮
星，这颗地球大小的天体温度
如此之低，以至于其构成 元
素——
—碳发生结晶化，成为一
颗
“宇宙钻石”
。
白矮星是类似太阳大小的
恒星在其末期坍塌而成的 产
物，体积通常跟地球相仿，密度

却异常大。它们形成时的温度
非常高，但由于不再发生核聚
变、没有能量来源而渐渐冷却、
结晶化。
“这的确是一颗不可思议
的星体”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戴维·卡普
兰说，
“ 那些钻石应该就在那
里，但它们太暗淡了，以至于非
常难发现。”
此次发现始于在水瓶座观
测 到 一 颗 编 号 为 PSR

J
2222-0137的脉冲星，
脉冲星
是快速自转的一种中子星，
直径
在 30公里左右，
密度异常大。最
初利用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
天文望远镜观测发现，
这颗脉冲
星每秒自转超过 30次，且被一
颗伴星引力束缚，
相互绕转。
天文学家利用更多的望远
镜进一步观测发现，这颗脉冲
星距地球约 900光年，质量是
太阳的 1.
2倍。而其伴星质量
是太阳的 1.
5倍，它最有可能

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GXB201411）
经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对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地块规划基本指标（以竞买资料为准）
规划指标
出让用地
土地
用途
面积(
㎡)
使用年限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坐落

GXB20141101

梅山路以西、
新七路以北

18260

工业

50

GXB20141102

梅山路以西、
新七路以北

12349

工业

50

产业类型

投资强度(
万 起始价 保证金 加价幅度
元 /亩) （万元） （万元） （万元）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专用设备
制造业

0.
7-2.
5 40-60

≤13

≥300

613.
536

150

10及其
整数倍

专用设备
制造业

0.
7-2.
5 40-60

≤13

≥300

414.
9264 100

10及其
整数倍

二、
土地交付条件
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外部条件（道路、水、电等）均以现
状为准。
三、
经市政府同意本次出让地块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由
政府收回，由征收实施单位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安置补
偿，
完成安置补偿后，
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四、
竞买手续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
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
也可以联合
竞买。有意者可于 2014年 7月 7日至 2014年 7月 14日下
午 4点前到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北分局购买竞买资料，并于
2014年 7月 15日至 2014年 7月 24日下午 4点参加报名。
报名时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正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证
明书复印件、
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明，于 2014年 7月 25日下午 5点前缴

容积率

纳地块保证金，
方可参加本次出让活动。
五、
竞买时间及地点
本次公开交易将于 2014年 7月 15日至 2014年 7月 28
日在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北分局一楼大厅公开进行。现场竞买
地点在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常州市土地交易中心大厅进行。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由常州市国土资
源局新北分局组织，
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地址：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北分局常州市新北区汉
江路 369号
联系人：
柏女士、杨先生
联系电话：
（0519
）89882051
访问网址：
ht
t
p:
/
/
www.
c
zl
r
a.
gov.
cn
ht
t
p:
/
/
l
andj
s
.
com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 6月 24日

是一颗极为暗淡的白矮星。
如果这颗伴星确实是一颗白
矮星，那么其温度应该极其“低”
。
当然，这种“低温”是相对于恒星的
超高温而言的。
研究人员估算的数据是这颗
伴星的温度不会超过 2700摄 氏
度，而太阳中心温度高达 1500万
摄氏度。在如此“低温”下，构成该
伴星的碳元素可能基本都已结晶
化。换句话说，这颗疑似白矮星的
伴星就是宇宙中的一颗
“大钻石”
。

菲律宾泼水庆祝圣约翰日
! 月 "# 日 !在 菲 律 宾 马 尼 拉 !一 名 女 孩 在 泼 水 活 动 中
被朋友抛起"
当日!当地民众以泼水的方式庆祝圣约翰日!泼水意味
着播撒祝福"
新华社 /法新

美国三类时髦养老方式
与年轻人“拼房”
、
与志同道合者结邻而居、移居拉美
如何养老才能拥有一个自由、快乐
的晚年？不少美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
有
的把大房子中的几间以低廉价格租给年
轻人，
既赚取生活费又解闷；
有的和志同
道合的人居住在养老社区里；还有的干
脆一走了之，
到风景优美、
生活成本低廉
的国家开始新生活。

意拼房居住的是 50岁至 55岁的单身
女性。她们退休后收入开始减少，
因此经
济原因是主要出发点。”

同道中人乐生活

随着老龄化世纪的到来，对不少老
人而言，最理想的退休生活是与志同道
合的人结邻而居，
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美国有一种被称作
“亲和居所”
的新
美国老人乔伊丝·凯恩现年 66岁， 型养老社区，
在那里居住的都是志同道合
之人。无论你是乡村音乐粉丝、
爱狗人士、
离异，
住在新泽西州中部。10年来，
她一
直采取拼房方式与陌生人
“同居”
。
考古狂、
园艺爱好者或素食主义者，都不
凯恩的条件并不多——
—能付房租，
不
难找到两三百个同好者组成一个社区。
吸烟，
喜欢她养的几只猫。
“离婚后，
我想一
社区居民可以享受完善的医疗保健
个人支撑这个家就需要更多收入。”
她先
设施与服务、
分享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
后找过多名房客，
“我与他们关系良好。”
健康、
快乐地老去。
房客不仅给单身老人带来额外收
目前，发展最快的类型之一是所谓
入，
也成为他们某种意义上的情感寄托。 “大学基地养老社区”
。它们建在大学校
新泽西州拼房中介机构“拼房公司” 园内部或附近，如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
的常务董事勒内·德雷尔说：
“ 大多数愿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附

与年轻人“拼房”住

近的养老社区等。社区居民可以修读大
学提供的课程或大学组织的体育活动。

移居海外享新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人退休后选
择到拉美国家定居，
那里阳光充足、
风光
秀美，
而且
“钱更值钱”
。
去拉美养老的潮流始于 25年前，
但最近 5至 10年发展尤为迅速。墨西
哥生机勃勃的城市文化、哥斯达黎加美
丽的海滨社区、尼加拉瓜静谧的山谷村
庄……有着巨大吸引力，低廉的生活成
本更是诱惑难挡。
还有一批老人则选择洪都拉斯、
尼加
拉瓜、
危地马拉等听起来不那么
“宜居”
的
国家。以危地马拉为例，
它不仅风光迤逦，
而且生活成本低于大多数中美洲国家。一
栋在哥斯达黎加或巴拿马卖 50万美元
的房子，
在这里仅售 25万美元。
据新华社 ! 月 "$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