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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于2018年1月

开展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目前该检
查为自治区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开展的单
位，主要用于肿瘤早期筛查、诊断、治疗和
监控，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肿瘤无创诊
断和实时疗效监测手段，临床应用价值极
其显著。

联系方式：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病
理科0471-3280830

我公司（内蒙古众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内蒙古众和商务中
心项目，准备办理初始登记，涉及到房
屋变更事宜，特公告业主知晓。

内蒙古众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4.12

公告

新华社消息 神秘天
体黑洞终于被人类“看到”
了。数百名科研人员参与
合作的“事件视界望远镜”
项目4月10日在全球多地
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他们拍到的第一张黑洞
照片。

照片“主角”是室女座
超巨椭圆星系M87中心的
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是
太阳的65亿倍，距离地球
大约5500万光年。照片展
示了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
亮环状结构，看上去有点
像甜甜圈（如图），其黑色
部分是黑洞投下的“阴

影”，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
速旋转的吸积盘。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
们首次看到了曾认为不可
见的东西……而这只是开
始，”项目主任、美国哈佛-

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
谢泼德·杜勒曼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说。发布会现场
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除华盛顿外，中国上
海和台北、智利圣地亚哥、

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日本东
京等地也同时召开发布
会。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
通讯》以特刊形式通过6篇
论文发表这一重大成果。

上世纪初，爱因斯坦提
出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
的存在。这是一种体积极小
而质量极大的天体，引力非
常强，以至于周围一定区域
内连光也无法逃逸，这一区
域被称为“事件视界”。

“事件视界望远镜”就
是为观测黑洞的“事件视
界”而设计的。它由分布在
全球多地的射电望远镜组
成，相当于一台口径为地

球直径的超级望远镜。
2017年4月，从美国夏威夷
到智利、从伊比利亚半岛
到南极的这些望远镜在同
一时刻对准M87中心黑洞
拍照，其难度相当于从地
球上给月球表面的一个橙
子成像。照片经过近两年
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后

“冲洗”完成。
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

天文台在内的一些中国机
构参与观测和数据处理。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
随建说，此次参与为中国今
后在相关国际合作中发挥
更重要作用做了良好示范。

照片给出黑洞这一极
端天体存在的最直接证
据，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也
将帮助回答星系中的壮观
喷流如何产生并影响星系
演化等诸多前沿问题。

“黑洞是时空尽头，存
在一些我们想破解的谜
团。首次给黑洞拍照可能
帮助我们朝着解开这些谜
更进一步。”项目科学委员
会主席、荷兰奈梅亨大学
教授海诺·法尔克告诉新
华社记者。美国哈佛大学
理论物理学家亚伯拉罕·
洛布形容：“百闻不如一
见，一图抵千言。”

新华社消息 经过数
小时闭门讨论，欧洲理事会
主席图斯克4月11日午夜举
行新闻发布会说，欧盟27个
成员国同意将英国“脱欧”
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

图斯克表示，“脱欧”
期限延长至10月底意味着
英国有了额外6个月的时
间来寻找可能的最佳解决
方案。

欧洲理事会在随后发
表的声明中说，英国在10

月31日前，不能做出破坏
欧盟及其机构正常运作的
行为。如果英国到5月22日
还没有批准“脱欧”协议，
则必须根据欧盟法律参与
欧洲议会选举。欧洲理事
会将持续处理英国“脱欧”
事宜，并将在6月的会议上
审查进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自己坚持认为英国应
该立刻按照协议“脱欧”，

并对此前未能说服议会通
过“脱欧”协议而让英国顺
利平稳“脱欧”，感到十分
遗憾。

欧盟27国领导人10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
会，讨论英国“脱欧”问题。
特雷莎·梅在峰会前致信
图斯克，要求进一步延长
《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期
限，将英国“脱欧”日期推
迟至6月30日。

（任丽颖 沈忠浩）

新华社消息 以色列
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4月
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在统计了超过97%的
选票后，以现任总理内塔
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
团为首的右翼政党在9日
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领先。

按各党派目前得票数
所占比例计算，利库德集
团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蓝白
党均获得议会120个席位
中的35席，谁能成为议会
第一大党目前尚不明朗。
但利库德集团和其他右翼
政党共计斩获65个席位，
优势明显，蓝白党和其他
中左翼政党则收获55个席

位。
以色列法律规定，组

建政府至少需要61个议
席，因当前已有多个获得
议席的右翼政党党首表示
支持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
届政府，舆论普遍认为，内
塔尼亚胡成为新一任总理
胜算极大。

以色列《国土报》等多
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
团队已私下开始与右翼政
党进行接触，商谈入阁条
件。

现年69岁的内塔尼亚
胡正寻求第五届总理任
期。如果能
成功组建下

届政府，他将成为以色列
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
理。

以色列法律规定，议
会选举结果公布后一周
内，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将
根据与议会各党派协商的
结果，授权议会第一大党
的领导人组建新一届政
府，并任命其为政府总理。
媒体报道，里夫林最早将
于下周开始与各党派进行
协商。此次议会选举共有
40多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参
与角逐。

（吕迎旭 吴中敏）

新华社消息 日本
防卫省4月10日宣布，搜
救队伍9日深夜在青森县
周边海域发现日本航空
自卫队三泽基地当天失
联的F-35A战机的部分
尾翼，据此判断失联的
F-35A战机已坠毁。这是
世界上首例F-35A战机
坠毁事故。

目 前 ， 驾 驶 这 架
F-35A战机的飞行员仍
然下落不明，日本自卫
队、海上保安厅以及驻日
美军正在搜救。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
毅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失事的F-35A战机作为
编队长机负责指挥，该
机在向其他3架僚机发
出“停止训练”的无线电
后通讯中断，并从雷达
监控画面上消失。航空
自卫队成立的事故调查
委员会将负责调查事故
详情及坠机原因。三泽
基地12架F-35A战机暂
时停飞。

当地时间9日19时，
日 本 航 空 自 卫 队 4 架
F-35A战机从三泽基地
起飞进行训练。19时25分
左右，其中一架战机在青
森县三泽市东北约135公

里的太平洋上空从雷达
监控画面上消失。空管人
员无线电呼叫没有得到
任何回音。9日深夜，搜救
队伍在事发附近海域发
现F-35A战机的部分尾
翼。

F-35A具有隐身设
计，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的战机之一。日本政府将
其定位为下一代主力战
斗机。航空自卫队去年开
始引进该战机，三泽基地
共有13架F-35A战机，并
组建了80人编制的飞行
队。

日本政府2018年度
开始购进F-35A战机，合
同单价为116亿日元（约
合1亿美元）。去年12月，
日本政府决定引进147
架F-35战机，其中包括
105架F-35A战机和42架
可短距离起飞、垂直降
落的F-35B战机。日本媒
体认为，此次坠机事故
可能对日本政府的这一
决策产生影响。

（姜俏梅）

新华社消息 据朝
中社4月11日报道，朝鲜
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0日
举行，会议强调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要进一步高举
自力更生旗帜，发展自主
经济，给企图以制裁使朝
鲜屈服的敌对势力以沉
重打击。

报道说，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主持会议并

发表讲话。金正恩表示，
要根据朝鲜的条件和实
际情况，依靠朝鲜自己的
力量、技术和资源发展自
立型民族经济。在经济建
设成为主要政治任务的
今天，要把自力更生作为
繁荣的宝剑，全党、全国、
全民果断开展总突击战、
总决战，掀起社会主义建
设高潮，这是党的七届四
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报道说，金正恩向会
议提交了拟提请第14届
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
议审议的朝鲜国务委员
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内阁等国家领导机
构组成方案，获得全会一
致同意。会议还对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候补
委员等人员的罢免和补
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程大雨）

人类首次“看到”了黑洞

欧盟松口 英国“脱欧”再拖半年

内塔尼亚胡连任胜算大

金正恩：自力更生 搞好经济

F-35A战机

日本F-35A战机坠毁 1亿美元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