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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15日，
中国科普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发布了《国家科
普能力发展报告（2006-2016）》。报告
研究指出，随着国家科普能力的加
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也在进
一步提高。

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国家科
普能力发展指数每增加 1%，就推动
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1.54%；到 2015
年，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指数每增加
1%，则可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1.88%。这一趋势表明，加强科普能

力建设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起到了
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家科普能力是一个能力集合，
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十三
五”规划明确了到2020年“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0%”的目标。
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任务
迫切。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
延豪表示，分析评估我国科普能力，
对加快科普供给侧改革、更好地开展
科普工作、推动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
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4 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到 1%至 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
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
预期。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
后发表声明说，5月份以来的信息显
示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强劲，美国经济
温和增长，近几个月美国家庭消费回
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张。但
美国通胀近期有所回落，低于美联储
2%的目标。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季度经济预
测显示，今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
2.2%，高于 3月份预测的2.1%；到今
年年底美国失业率预计为 4.3%，低
于3月份预测的4.5%；到今年年底美
国通胀率预计为1.6%，低于3月份预
测的1.9%。

美联储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增长
大体符合美联储预期，美联储预计将
于今年开始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逐
步减少对美联储持有的到期证券本
金进行再投资以缩减资产负债表
（“缩表”）。目前美联储一直通过将
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以维持资
产负债表规模不变。

根据美联储当天公布的缩减资
产负债表计划的细节，美联储计划将
持有的到期美国国债本金每个月不
再进行再投资的上限最初设定为60
亿美元，然后每三个月将此上限提高
60亿美元，直到最后升至 300 亿美
元。同时，美联储计划将持有的到期
机构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本金
每个月不再进行再投资的上限最初
设定为 40亿美元，然后每三个月将
此上限提高 40亿美元，直到最后升
至200亿美元。

枪击案折射美国政治裂痕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

卡利斯当地时间6月14日在美国弗吉
尼亚州一棒球场遭枪击，斯卡利斯等
至少5人受伤，枪手身亡。

虽然警方暂未公布袭击者动机，但
分析人士指出，枪手生前强烈反对共和
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枪击案揭示了美
国两党斗争引发的严重社会分裂。

极端反对者

6月 14日正是特朗普的生日。现
年66岁的枪手詹姆斯·霍奇金森曾在
社交媒体上指责特朗普是美国的“叛
徒”。霍奇金森还是脸谱上多个反共
和党群聊的成员，声称“共和党是美国
的塔利班”。

事发时，斯卡利斯及多名共和党
议员、国会工作人员正在球场为国会
年度慈善棒球赛作准备。除斯卡利斯
外，伤者还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助手、一
名游说者和两名警务人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
付随鑫认为，这起枪击案带有明显的政
治动机，折射出美国政治斗争越来越激
烈。“政治斗争甚至造成一些共和党和民
主党支持者互不理睬，甚至互相敌视。”

铁杆支持者

作为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是众
议院共和党的三号人物，主要职责是
督促共和党议员在国会投票中按照党

的立场行事。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
作，共和党内部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的
议员大有人在，在投票中部分共和党
议员“叛变”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说服其他议员，斯卡利斯需要
以身作则。据统计，特朗普治下白宫

提出的议案，斯卡利斯全投了赞成票，
可谓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坚定支持特朗普政策，或许招致
特朗普反对者的怨恨，但枪击案之后，
大批民众不分政治阵营，纷纷祝福斯
卡利斯尽快康复。

政治环境恶化

特朗普在枪击案发生后取消了原
定活动安排，发表讲话向伤者表示同
情和慰问，呼吁美国朝野在枪击事件
后团结起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
题专家孙成昊认为，美国各界在谴责
凶手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国内政治严
重分裂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困难
重重，推进医改、税改不力，深受“通俄
门”困扰，斯卡利斯遭枪击事件进一步
暴露美国政治生态持续恶化。

他认为，短期内，这起枪击案或许
会暂时分散公众对愈演愈烈的“通俄
门”的关注，甚至有可能为共和党阵营
博取同情分。但长远来看，随着调查
深入，“通俄门”恐怕会持续发酵，不断
困扰特朗普政府。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06-2016）》发布

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提高

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

中国睁开“慧眼”
洞见神秘宇宙

6月15日，一名参观者在博览会上观看展出的奥运火炬。当日，以“奥林
匹克，瞬间的永恒”为主题的2017北京奥林匹克博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
宫开幕。 新华社发

6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当天美国棒球训练场枪击案制造者
因枪伤死亡。 新华社发

进入汛期以来，为确保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社旗县供电
公司提前着手，周密安排，采取得
力措施，全面打响防汛保卫战，确
保群众汛期用电万无一失。据了
解，该公司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的三级防汛工作领导
小组，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严格执
行 24 小时防汛保电领导带班制
度；进一步加强设备运维管理和
线路特巡，对电力设施进行全面
排查、清障消缺，对小区配电房、
环网开关柜、处于低洼地带的库
房加强检查消缺、对隐患杆塔进
行加固，确保设备“零缺陷”度汛；
及时补充防汛物资、备品备件，抢
修工器具等，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开展汛前应急军事化演练，成立
防汛应急抢险队，备足防汛物资，
随时待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加强调控中
心和 95598 值班力量，严格执行
防汛工作日报制度和重大事项即
时报告制度；建立信息联动机制，
针对恶劣天气中可能出现的树
木、异物砸线等问题，与镇政府应
急、园林、气象、防汛等部门建立
了信息沟通，第一时间报告电网
灾情。目前，该公司已落实编织
袋、麻袋500条，橡皮艇4艘，应急
变压器 40 台，电杆 200 根，应急
灯、导线若干，抢修队伍 36支 108
人，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
住、战得胜。 （刘哲 姿惠）

社旗供电：未雨绸缪 严阵以待防大汛
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蓝天)委托，南阳市产
权交易中心拟对其持有的信阳中油销售有
限公司100%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信阳中油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

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彭洼村，注册资
本：人民币陆仟陆佰万元整，企业性质：有
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汽油、柴油、煤油
批发（凭许可证经营）；甲醇、燃料油（不含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棕榈油、聚乙
烯、纸、焦炭、润滑油、二甲醚、溶剂油、石
脑油、乙烯、混合苯、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销售；石油助剂、石油添加剂销售及技
术转让；工矿产品贸易（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的项目）；从事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

二、转让标的股权构成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信阳中油销售有限公司100%
股权。

三、股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
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
通过，并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办公
会决议批准。

四、转让标的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信阳
中油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计69238465.74
元，负债合计48683334.22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 20555131.52 元。2016 年度营业收
入 140291268.46元，净利润-3346964.16
元。

五、转让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情况
经河南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截至2016年 12月 31日，信阳中油销售有
限公司资产总计 6875.9 万元，负债总计
4879.46万元，净资产1996.43万元。该评
估结果已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核准。

六、交易条件、转让底价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

商业信用。
2.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受让方为外国及中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受让企业国有产权应符合国务院公布
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及其他有
关规定。

3.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4.转让底价2000万元人民币。
5.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另受让方须

承担标的企业所有债权债务（其中标的企
业所欠原股东平煤蓝天的债务，受让方须
在与平煤蓝天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五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平煤蓝天）。

七、竞价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拍卖的交易方式

进行。

八、其他披露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公司信阳中油销售

有限公司在房产、部分土地及部分资产存
在一定的瑕疵，具体情况请登录南阳市产
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nycqjy.
cn）下载股权转让公告内附件资产评估报
告及标的情况说明进行查看。

九、自报纸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意向受让人需自行对标的公司进行
现场勘验，之后持有效证件到南阳市产权
交易中心报名。经资格审查合格后交纳交
易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

报名地址：南阳范蠡路546号
网 址：http://www.nycqjy.cn
交易市场电话：
0377-62291716 15516956187
标的企业电话：0376-6880856
监督电话：0377-63176126

0377-63185909
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7年6月16日

股权转让公告

6月15日，中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
眼”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它将揭示宇宙
中惊心动魄的图景。据国防科工局消息，这
颗卫星全称为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由长征

四号乙运载火箭送入 550公里近地圆轨道。
它将巡视银河系中的X射线源，详细研究黑
洞和脉冲星，并监测伽马射线暴，探索利用脉
冲星为航天器导航。

它被命名为“慧眼”，寓意中国在太空“独
具慧眼”，能穿过星际物质的遮挡“看”宇宙中
的X射线，也为纪念推动中国高能天体物理
发展的已故科学家何泽慧。

“慧眼”重约 2.5吨，载荷重量 981公斤，
其上同时安装了高、中、低能三组X射线望远
镜，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空间天文台。

据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卫星
有效载荷总设计师卢方军介绍，这颗卫星首
次实现了1-250keV的能区全覆盖，有利于
从不同能段来观测和研究X射线天体的辐射
机制。

“慧眼”的探测面积很大，尤其是高能望
远镜的探测面积超过了5000平方厘米，是国
际上同能区探测器中面积最大的。“面积越

大，探测到的信号就会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
其他望远镜看不到的现象。”参与卫星研制的
科学家熊少林说。

“慧眼”的视场也很大，约两天即可完成
对银道面的扫描，有利于监测暂现源。“慧眼”
是建立在中国科学家李惕碚和吴枚提出的直
接解调成像方法之上的准直型望远镜，因此
它还具有观测亮源的优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慧眼”首席科学
家张双南的建议下，在不增加和更改软硬件
的前提下，只要对探测器工作高压做适当调

整，高能望远镜主探测器中原本用于屏蔽本
底X射线光子的碘化铯晶体就可用来观测伽
马射线暴了。这一创新设想将“慧眼”的观测
能区进一步推高到3MeV。

研制人员还为中、低能探测器设计了一把
“遮阳伞”。“高能探测器的温度要在18摄氏度
左右，而中、低能探测器的温度却可能低
至-80摄氏度或-40摄氏度。这就好比一个
人穿同一件衣服，却要在南极和赤道都能生存
下来。‘遮阳伞’就是为了实现低温工作环境。”
卫星热控副主任设计师周宇鹏说。

空间科学之重器

由于“慧眼”有较大的视场，对银河系巡
天是它最重要的使命。“我们预期会发现一些
新的黑洞和中子星。”张双南说。

神秘莫测的黑洞还隐藏着很多秘密。“黑
洞能产生X射线等各种辐射，还有可能产生高

能宇宙线以及强烈的喷流。它们究竟在
干什么？现在人类只有二三十个黑洞

的样本，能发现更多当然好，对已发现的黑洞
我们也希望研究得更清楚，找到黑洞只是开
始。”张双南说。

据他描述，黑洞有时很“冷静”，有时很“暴
躁”。当它“发脾气”时，产生的X射线流强特别
高。国外的卫星适合看“安静”的黑洞，而“慧眼”
特别适合看“暴躁”的黑洞和中子星。

此外，“慧眼”还要给宇宙中诡异的中子
星（脉冲星）“把把脉”。“我们还不清楚中子星
的内部是什么。它们具有超强的引力场、电
磁场和核密度，可谓极端物理的天然实验
室。通过研究中子星的X射线，我们可以测
量其表面的磁场强度，研究高密度、强磁场下
物质的性质。”张双南说。

活捉黑洞、脉冲星

人类已探测到几次引力波，但科学
家急切想找到与引力波相对应

的电磁波信号，这也是“慧
眼”的一项重要使命。

张双南说：“已
经发现的引力波

还没有一个找
到 电 磁 对

应 体 。
如果

只在一个波段观测，往往信息是不完整
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引力波产生
时也有X射线、伽马射线或其他波段的
信号，这些熟识的电磁波信号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引力波。”

他认为，寻找引力波电磁对应体极
为重要。“慧眼”有200keV至 3MeV能
区面积最大的伽马暴探测器，是目前国
际上最好设备的 10倍，预计一年可观
测到近200个伽马暴，在今后引力波电

磁对应体的搜寻中有可能取得一锤定
音的效果。

这枚太空望远镜凝聚了几代科学家
的智慧与心血，将带动中国天文学研究
整体发展，实现空间科学重大突破。

中科院院士顾逸东认为，中国空间
科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应争取经过15至20年的努力，使中
国空间科学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6月15日电）

期待意外发现

新华社伦敦 6月 15 日电 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15日下令，对日前发
生在英国首都伦敦西部的一座高层
居民楼火灾情况进行全面的公共调
查，查明真相。

当日早些时候，梅还简短探访了
居民楼火灾发生地。

据警方 15日最新公布的数字，
目前火灾已造成至少 17人死亡，仍
有3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英国消防
部门负责人表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
一步增加。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天对
火灾中的死伤者及其家属表示关心。

据英国媒体报道，有逃生者认
为，失火居民楼墙体材料助长火势，
是大火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的重要
原因。警方尚未对这一说法予以回
应。

当地时间14日凌晨1时许，警方
接到火警报告。这栋名为“格伦费尔
塔”的居民楼位于伦敦西部北肯辛
顿，建于1974年，楼内包括120套公
寓。

英国首相下令

彻查伦敦居民楼火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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