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如市场预期宣
布加息，同时公布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
释放出看好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力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
策走向总体趋稳，中国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能
力不断增强，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汇率、贸易
及货币心理预期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可控。

新闻事实

美联储14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 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1%至1.25%的
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内第二次加息。同时，
美联储公布了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的细节。

美联储主席耶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符合美联储

预期，美联储可能会较快执行“缩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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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分析

美联储加息向市场传递了其对经济
前景的信心。次贷危机至今，美国经济在复
苏轨道上缓步前行， 复苏已经持续9年。今
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达1.2%。同时，
当前美国借贷成本仍然处于低位， 即使加
息也不会对美国债收益率造成太大影响。
因此，尽管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并不过热，通
胀压力也不大，但美联储仍坚持加息。

此次加息不会引发强烈的“外溢效

应”。美联储加息步伐“小而稳”，且与市
场沟通充分， 市场提前充分消化了加息
溢价，对加息反应相对平静。同时，从欧
洲到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全球主要经济
体央行对美联储加息审慎应对， 不会进
一步加大货币宽松的力度。

前瞻未来， 全球货币政策仍面临较
大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年底前会否再度
升息、“缩表” 靴子何时真正落地以及特
朗普政府将提名哪些美联储高层人选，
都将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

第一评论

整体而言， 尽管美联储处于货币政
策“正常化”轨道，但当前的全球货币政

策环境仍处于宽松期。美联储升息和“缩
表”会在汇率、贸易以及心理预期等方面
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都在可控范围内。

一方面， 美元升息会加大中国经济
管理难度， 比如增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
资本外流风险等。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
经济和中国央行已今非昔比， 中国掌控
本国经济的能力不断上升。 国际观察人
士认为，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
已越来越老练，而且近一段时间来，中国
已经能够使用更多的工具。

中国采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做好“预调微调”，
做好市场的预期管理， 这些都是中国经
济稳健增长的有力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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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洞吞噬被撕裂的星星、脉冲星疯狂旋转、宇宙深处猛烈
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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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一个已知源，当然也有可能取得新发现，但对
于一个新的源，新发现的概率当然会更大。 ”
熊少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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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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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少林说， 目前引力波事件
的定位精度还很差， 如果在其发
生的同时或者相近时间， 在其相
同位置发现电磁信号， 联合分析
引力波信号和电磁信号会获得更
多关于爆发天体的信息。 一些科
学家怀疑伽马射线暴很可能是引
力波事件的电磁对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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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能发现引力波的电磁对
应体，这将成为‘慧眼’最精彩的科
学成果。 ”张双南说。

“我们的望远镜会发现很多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现象， 甚至
是全新的天体， 我们对此非常
期待。 但它最终有什么样的发
现，现在谁也不知道，天文研究
中最有趣的发现都是意外的。 ”
张双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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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59 1 2 3
排列 5 17159 1 2 3 8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

� � � �这枚来之不易的太空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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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空局科学理事会科学支持
办公室主任阿温德·帕马说，“慧
眼”要通过X射线研究黑洞、中子
星等， 这些是全世界科学家都感
兴趣的题目。“慧眼”升空后，将有

很多机会与欧空局的几颗卫星开
展联合观测， 这比一颗卫星单独
观测对科学研究更有好处。

“我对中国发展空间科学印象
深刻，近两年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量子卫星以及未来的发射
计划都显示出中国有能力并致力
于发展科学。 ”帕马说。

意大利航天局资深科学家保
罗·焦米说，中国未来的空间科学卫
星将更为复杂，更具有竞争力，这些
卫星与地面科学设施必定使中国
成为空间科学知识的重要生产者。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6月15日电）

美联储如期加息 中国可巧妙应对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15日18时28分，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完成第二次推进剂在轨
补加试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关键技术的可靠性。

这次补加试验旨在巩固首次补加试验取得的技术成
果，主要完成了浮动断接器插合、管路检漏、燃料贮箱补加、
氧化剂贮箱补加、浮动断接器分离和状态恢复等工作，整个
过程历时约2天。

天舟一号顺利完成
第二次推进剂补加试验

《习近平讲故事》
出版座谈会举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故事，精
彩中国需要精彩讲述。15日，《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座谈会在
京举行。

《习近平讲故事》 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
中， 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109则
故事。每则故事在引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用以
丰富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
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指出， 善讲故事是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风格的鲜明特色， 这些故事承载了总书记对内政外
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深刻思考，为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宣部副部长庹震表示，要完成好“联接中外、沟通世
界”的职责使命，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法，着力打造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增强中国故事的说服力
感召力。

中组部秘书长臧安民认为，《习近平讲故事》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好读易懂，是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通俗读本、生动教材。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
解到， 2017年全国青少年武术
锦标赛6月12日结束， 湖南武术
队不畏强手、 敢于拼搏， 取得
了20多年来在全国青少年锦标
赛的最佳战绩。

本次比赛既是全国青少年
武术锦标赛， 同时是第九届亚
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
比赛中， 我省武术队武术套路
运动员种亚茹、 杨歆琦夺得女

子对练空手枪项目银牌， 这是我
省武术选手20多年来在全国青
少年锦标赛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此外， 散打运动员黄佳瑞、
刘势豪、 陈志剑、 王玉会分别位
列男子70公斤级、 60公斤级、
56公斤级和女子56公斤级第5
名。

省武术队领队游亮东表示，
湖南武术队恢复建队不到一年，
狠抓训练， 成绩提高很快， 湖南
武术未来大有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通讯员
尹家志 记者 王亮）14日，以日本
体育协会理事有竹隆佐为团长的
日本群众体育交流团结束为期五
天的比赛和访问，离开长沙。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日本
体育协会主办的中日群众体育交
流活动每年分别于上、下半年在中

国和日本举行，今年的交流活动由
湖南省体育总会承办。此次，日本
派出了德岛县乒乓球、 羽毛球、网
球、 篮球4支群众体育代表队来到
我省。我省相关协会组织队伍与其
交流， 乒乓球项目有来自长沙、衡
阳、 湘潭等市州的业余高手参加，
羽毛球派出了3支俱乐部队与日本

选手进行了交流，篮球则由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和省教育厅周末
队进行了循环比赛。

日本群众体育交流团还参访
了我省全民健身场馆、 长沙博物
馆、长沙规划馆，并参观和体验了
湘绣工艺。下半年，将由湖南为主
组团回访日本德岛。

日本群众体育交流团参访我省

全国青少年武术锦标赛

湖南武术队创佳绩

� � � �6月15日， 在伦敦， 消防员在发生火灾的
居民楼灭火， 火灾已造成17人遇难。 新华社发

� � � � 6月15日， 在东京， 民众聚集在国会附近
抗议政府强行通过有争议法案。 新华社发抗议

火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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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眼”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说。

他说， 尽管其他国家已发射的同类卫星
开展过巡天观测， 但绝大多数X射线源都是
变源，会不定期发生剧烈的耀发，不是一两次
巡天就能发现的，因此“慧眼”将反复开展巡
天扫描，及时探测银河系内天体源的耀发。

“天上黑洞、中子星那么多，但是现在还
没有一个被彻底搞明白， 所以会不断有卫星
来观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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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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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科学之重器1

期待意外发现3

“活捉”黑洞、脉冲星2

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成功发射

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发展4

丰县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15日16时50分许，江苏丰县
一幼儿园门口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截至记者发稿， 事
故造成8人死亡， 70余人受伤。 当地公安机关立即会同有
关部门开展处置工作。

接报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
琨立即到公安部指挥中心指导调查处置工作， 要求全力抢
救受伤人员，迅速查明爆炸原因，全面加强人员密集场所隐
患排查，并派出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黄明带队的工
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开展处置工作。

“慧眼”

�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全运会网球团体赛

湖南男队进前8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王
亮） 第十三届全运会网球团体赛今
天展开淘汰赛阶段比赛，我省男队2
比1击败福建队，进入8强。女子组比
赛，我省1比2不敌解放军队，遗憾出
局。16日的男子组8强赛， 我省将与
东道主天津队对阵。

网球团体赛分为男子团体和女
子团体两个项目，其中，男子团体赛
有25支参赛队，女子团体赛有27支参
赛队。小组赛中，我省男队获得第1出
线，我省女队获小组第2晋级16强。

看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