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引力理论通过最严格测试
新华社消息 爱因

斯坦广义相对论有关引力
作用的这一预言通过了迄
今最严格的测试。

一个国际团队说，他们
利用一个“中子星－白矮
星－白矮星”三星系统，验
证了广义相对论有关强等
效原理的预言。

1916年，爱因斯坦正
式发表广义相对论，首次
把引力场解释成时空的
弯曲。与其他引力理论不
同，广义相对论依据的前
提是所有做自由落体运
动的物体都将获得相同
加速度。这甚至应当适用
于像中子星这样自身拥

有强大引力场的物体，这
被称为强等效原理。

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
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观
测了距地球4200光年的三
星系统psr J0337＋1715的
运动。在该系统中，一颗白
矮星紧密地绕一颗中子星
运行，同时另有一颗遥远的
白矮星绕二者运行。这种独
特的三星运行方式使研究人
员能调查外侧白矮星的引
力如何影响内侧白矮星及
其伴星中子星，从而验证相
关引力理论是否正确。

“自团队开始观察以
来，我们准确地测量了中
子星的脉冲，”论文通讯

作者、阿姆斯特丹大学学
者安妮·阿希巴尔德在一
份声明中说，“我们对中
子星的定位精度达到数
百米，对它的运行轨迹实
现了非常精确的跟踪。”

如果其他引力理论
是正确的，那么中子星和
内侧白矮星会以不同的
加速度落向外侧白矮星。
但最新研究发现，中子星
和内侧白矮星的加速度
差异至多只有260万分之
一，这一结果依然支持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较
之前关于强等效原理的
测试精度提高了10倍以
上。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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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货款客户：

凡是2016年-2017年间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支行两个机构办理过二手
住房按揭货款的客户，只要您手中有由呼和浩特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呼和浩特市房地产产权交易市
场管理处）出具的金额为80元的内蒙古自治区非税
收一般缴款书（收据），请尽快将该收据返还至货款

经办机构，后续由我行将该费用统一退还至您在我
行开立的还款账户中。

涉及业务经办机构：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2.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支行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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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标高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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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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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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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呼市旅游度假村寻求有实力，
合作伙伴15847431848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房产销售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转让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公告声明聘男女特卫协助交警特警

工作，劳务派遣制3679985

单位招聘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云布贤遗失蒙A8K818交
强险标志，保单号：0602
2100170108062018001257，
声明作废。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遗失
新城区艺术厅北街东星火
巷南房本，产权证号：
01704，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还娥
内衣店（庞还娥）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501
04600051443，声明作废。

●内蒙古国兴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3-2、
3-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
501026673120539声明作废。

●王福俊不慎将儿子王斌出
生证明丢失，号码为：K150
161779母亲刘冰，声明作废。

●新城区付纳百货批发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
2MA0NLLR52E，声明作废。

●陈宇飞遗失警察证，证
号15010230，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海汇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已加盖财务
章的空白收据1式3联一份，
收据号:7406118，声明作废
●张卫军遗失身份证，号150
105198601234133，声明作废。
●赛罕区饰苑饰品经销部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号150103197912222511

新华社消息 为纪念
“七七事变”81周年，中日
两国有识之士7月5日晚在
东京举行纪念活动，呼吁
日本政府及各界正视曾经
的加害历史并积极推动两
国关系改善和发展。

本次活动由日本民间
团体“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
会”主办，来自两国的学者、
民间反战人士、媒体代表等

约250人参加。团体理事长
藤田高景说，81年前在卢沟
桥爆发的“七七事变”是日
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侵略战
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痛
的伤害，但安倍政府一直以
来却坚持错误的历史认识，
企图粉饰、美化这段历史。

日本民间团体“731部
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共同
代表王选说，2002年在731

部队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状
告日本政府一案的一审判
决中，东京地方法院虽未
判定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
者道歉赔偿，但首次认定
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
用细菌武器的历史事实。
日本政府至今却以没有相
应的资料、证据佐证为由，
拒不承认731部队的罪行，
令人感到失望和气愤。她

呼吁日本政府正视这段加
害历史，早日向中国受害
者道歉并作出赔偿。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
授、明治大学特任教授纐
缬厚指出，一方面，明治维
新后日本为摆脱对欧美的
自卑感而形成不断扩张、
殖民的侵略思想；另一方
面，日本对加害事实的弱
化和歪曲也为将来埋下隐

患。很多日本人不了解也
鲜有机会讨论“七七事变”
所代表的侵华战争及其背
后的历史教训。探讨这一问
题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与
记忆，更是对如今日本社会
及政治现状的一种反思。

藤田高景表示，时至今
日，日本人更不应忘记曾经
的侵略历史，应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积极与中国等亚

洲各国构建友好关系。
纐缬厚说，承认、正视

历史是日中两国人民加深
理解、增强互信的重要前
提。他指出，日本政府及各
界应正视历史，抓住今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纪念的重要机遇，积
极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
善和发展。

（王可佳 邓 敏）

俄否认关联英情侣中毒事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7月5
日就英方所称情侣中毒一
事的媒体报道表达关切，
强调俄方与这件事以及俄
罗斯籍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父女中毒事件没有关联。

英国高级反恐警官4
日说，一对情侣上月底在
英格兰地区西南部威尔特
郡昏迷，病情危重，原因是

“中毒”，接触神经毒剂“诺
维乔克”，与俄罗斯籍前特
工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事
件中的毒剂相同。

虽然警方说，没有证
据表明中毒情侣到过附近
的索尔兹伯里市，尚需调
查这起事件与发生在那里
的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事
件是否有关联，英国安全
和经济犯罪部国务大臣
本·华莱士5日的一番话却
把矛头再次指向俄罗斯。

英方怀疑这对情侣没
有遭到“直接针对”，而是因
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事件
成为受害人。他认定，俄方

应就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
事件向英方提供“细节”。

英国化学武器专家哈
米什·德布雷顿—戈登说，
中毒情侣的手部可能接触
微量神经毒剂，后者随后被
带往嘴部，“显然他们是遭
到污染，而不是受到攻击”。

俄罗斯籍前情报官员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
3月初在索尔兹伯里街头一
张长椅上陷入昏迷，入院治
疗。女儿4月上旬出院，斯克
里帕尔5月中旬出院。

英国政府认定斯克里
帕尔父女中了神经毒剂，
要求俄罗斯政府承担责
任；俄方否认并指认英方

“自导自演”。英国、美国、
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及
其盟友和伙伴稍后与俄罗
斯相互驱逐外交官。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
德·贾维德5日说，如果证
实俄方应就最新中毒事件
承担责任，英方会考虑采
取进一步行动。

针对英方要求俄方提

供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细
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5日回应，有关最新事件的
媒体报道令人担忧。他强调，
俄方与两起事件没有关联，
先前向英方提议联合调查斯
克里帕尔父女中毒事件，但
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俄罗斯驻荷兰大使馆
当天在社交网站推特发文
说，所谓俄方再次使用神经
毒剂“诺维乔克”的说法“愚
蠢”，对俄罗斯来说，主办世
界杯足球赛期间使用有毒
化学物质“毫无意义”。

有俄罗斯议员推测，英
方所称情侣中毒事件中的
神经毒剂可能来自英国。

俄议员、前联邦安全局
局长尼古拉·科瓦廖夫告诉
国际文传电讯社，最新中毒
事件可能由“一名从实验室
偷出致命毒剂、心理状况不
稳定的英国研究人员”所为。

另一名议员阿列克谢·
普什科夫也把矛头指向英
国，称“有些东西在英国已
腐坏”。 （据新华社报道）

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等7人被执行死刑
新华社消息 因主

导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等
系列恐怖事件造成大规
模死伤的日本奥姆真理
教原教主麻原彰晃，7月6
日上午在东京被执行死
刑，随后另有奥姆真理教
成员6人在大阪等地被执
行死刑。

尽管这标志着奥姆
真理教长达23年司法审
判告一段落，但受害者家
属和一些相关人士对司
法机构在未能弄清事件
全部真相的情况下便对

这些死囚执行死刑表示
遗憾。

现年63岁的麻原本
名松本智津夫，于1984年
成立奥姆神仙会，后改名
为奥姆真理教。麻原鼓动
很多弟子捐献家产到教
团集体生活，并利用一些
年轻人的才智在山梨县
一处设施研制生产神经
性毒气沙林，其后制造了
包括1994年长野县松本
市沙林事件和1995年东
京地铁沙林事件等大规
模无差别杀人事件，共造

成29人死亡，6500人受
伤。

麻原于1995年5月被
逮捕，他在审判中始终强
调一系列事件自己并未
参与指示，推卸为弟子自
作主张。东京高院于2006
年判处麻原死刑。包括麻
原在内，奥姆真理教共有
13人被判处死刑。今年3
月，被判死刑的6名奥姆
真理教成员分别被移送
到大阪、福冈、广岛、名古
屋和仙台等地关押。

（姜俏梅 王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