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2018
年2月5日，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
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
国家。

中国成功进行陆基中段
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 � �这是SKA———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
镜首台天线样机的正面 （上）、 侧面
（中） 和背面（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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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人类探秘宇宙又将多一双
“巨眼”。

数千面天线从中心向外呈旋
臂状铺展，延伸着长长的“触角”，
恰似一只“巨眼”，用世界最大的
天线阵列射电望远镜探秘宇宙：6
日下午 ，SKA———平方公里阵列
射电望远镜首台天线样机在河北
石家庄正式启动， 这标志着由中
国主导研制的SKA反射面天线即
将进入正式建设阶段。 组成阵列
的望远镜接收面积达1平方公里、
足有140个足球场大， 比目前最
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灵敏度提高
50倍。

SKA总干事菲利普·戴蒙德
评价说， 作为多国合作的国际大
科学工程，SKA将为人类认识宇
宙提供历史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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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宇宙的“世界巨眼”

一声启动，10米高的底座上，反射体缓
缓转动，犹如一只灵动的“眼眸”，俯仰之
间，缓缓扫过天际；水平转动，从容巡视天
空……SKA首台天线样机甫一亮相， 便吸
引了在场多国科学家、天文学家的目光。

“它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在SKA
核心设备研发中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
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 为世界成功提供

‘天线解决方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
经理刘烈宏说。

“这是国际大科学工程的里程碑事
件。”菲利普·戴蒙德介绍，SKA始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 是目前在建的全球最大
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是多国合作、共同
出资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约20个国家、上
百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天文学家和工程
师参与项目研发。

专家介绍，之所以命名为SKA，是因
为组成阵列的射电望远镜总接收面积达
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牵头SKA工
作包联盟工作， 全面主持主导工程核心
技术研发。从参与到主导，体现了中国在
射电天文领域的技术迈进和突破， 也为
中国今后牵头和主导国际大科学工程积
累了丰富经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
长郝晋新说。

这是一只“巨大的眼眸”。这一项目
选址在澳大利亚、南非及非洲南部8个国
家的无线电宁静区域， 将在约3000公里
的广袤荒野中， 建设2500面15米口径反
射面天线。

这是一只“灵敏的眼眸”。这一项目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天文
望远镜， 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
的灵敏度提高 50倍 ， 巡天速度提高
10000倍。

这是一只“全面的眼眸”。这一项目
能够更全面地观测星空， 寻找更多的星
系，探寻孕育生命的新摇篮、搜索外星生
命等。

此次出厂的天线更有不少新特点。
SKA反射面天线总设计师杜彪介绍， 天线
的设计寿命约50年，重量约40吨，是常规天
线重量的三分之二， 还具有低功耗、 低成
本、易安装、易运输和批量生产等优点。

� � � �据朝鲜《劳动新闻》6日报道，朝鲜艺
术团5日启程前往韩国， 为即将于9日开
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祝贺演出。朝中社5
日消息确认， 朝鲜将派出以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为团长的高
级别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自
冬奥外交开展以来， 朝鲜半岛局势出现
缓和。平昌冬奥会期间，国际舆论将高度
关注韩朝、美朝、韩日之间的互动情况，
探究半岛局势演变趋势。

朝韩如何互动
韩国方面对金永南率团出席冬奥会

表示欢迎。青瓦台5日表示，金永南是朝鲜
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朝方派金永南出席
平昌冬奥会显示了诚意，展示了朝鲜改善
南北关系和确保冬奥会成功的决心。

据韩国媒体援引总统府青瓦台官员
的话说，冬奥会开幕式期间，预计韩国总
统文在寅将与金永南会晤， 但会晤的形

式尚不确定。
朝韩双方在冬奥会期间的互动情况

事关文在寅政府冬奥外交的成效。 一段
时间以来，为确保平昌冬奥会顺利举行，
韩国政府一直为妥善处理韩朝、 韩美之
间的关系而努力， 也因此面临来自美国
和国内的双重压力。

据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2月初
最新调查结果，文在寅的支持率结束“三
连跌”的态势，回升至62.6%。此前，因组建
平昌冬奥会朝韩女子冰球联队、北南持朝
鲜半岛旗共同入场等“冬奥外交”举措，文
在寅政府对朝“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在韩
国国内引发反弹，其支持率一度陡降。

辽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
任吕超认为，能否妥善处理韩美关系、朝美
关系的互动演变，是文在寅政府稳定国内局
势的关键，也是南北关系能否缓和的关键。

美朝会否接触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率团出席冬奥
会。彭斯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活动
中曾表示， 自己此行将为美国奥运健儿
加油助威，但同时将传达“战略忍耐”时
代已结束的信息； 美国将持续进行所有
经济和外交施压，直至朝鲜完全、永远地
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5日表示，目前不排除
彭斯或其他美国官员接受邀请，与朝鲜代表团
举行会谈的可能，“我们必须视情况而定”。

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 朝方也摆出
了针锋相对的姿态。

朝鲜外务相李勇浩近日致信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 谴责美国在当前北南
对话取得良好成果、 国际社会对半岛局
势趋缓表示欢迎之时， 执意派遣核动力
航母战斗群等前往朝鲜半岛周边， 呼吁
联合国对此予以关切并采取相应举措。

北京大学教授、 朝鲜半岛问题论坛
主任金景一指出， 尽管朝韩举行了高级
别会谈， 但朝美在奥运期间进行超越体
育范畴的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依旧很低。

日韩分歧难解

1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出席平
昌冬奥会开幕式并访问韩国。分析人士指出，
此举体现出安倍政府对日韩合作的重视。

韩日政府近期围绕“慰安妇”问题龃
龉不断。安倍表示，他将在出席冬奥会开
幕式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就“慰安妇”问题协调立场。分析人士认
为，韩日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难解，
安倍此次韩国之行难以改善日韩关系。

在对朝战略上， 韩日之间也存在明
显分歧。安倍政府一直跟随美国，维持最
大限度对朝施压政策， 与青瓦台存在温
差。安倍在此前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
明确表示：“冬奥会是冬奥会， 应该与安
保议题分开考虑。 维持最大限度对朝施
压的方针不允许丝毫动摇。”

《产经新闻》4日报道称，安倍计划9
日与文在寅会谈期间敦促韩国在冬奥会
结束后，于3月中旬立即重启韩美军演。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朝韩“冬奥外交”三大看点

� � � � � 140余人组成的朝鲜艺术团于2月6日抵达韩国， 将分别于8日和11日在江陵和
首尔为平昌冬奥会举行祝贺演出。 图为朝鲜艺术团乘坐“万景峰92” 号轮船抵达韩
国江原道东海市墨湖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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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年来我国陆续建成多座射电望远镜，
口径从25米到65米再到500米，从追赶到并
跑，天文学研究开始逐步跻身一流。

201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作为创
始成员国成立了SKA独立法人机构SKA
组织。 自2013年起， 中方与来自南非、德
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英国
等国家的优势科研机构强强联合，组成工
作包联盟，共同参与SKA工程设计研发工
作。

想要在这一多国参与的大科学工程中
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方团队虽然有较为深厚的天线研制基础，
但加入项目晚，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一开始被看不起，只让咱们做最基础
的天线座架。”SKA项目天线设备承包方负
责人之一、中国电科54所所长张桂华告诉记
者，回顾中国参与SKA的研制经历，中国从
一开始的“项目创始国之一”，到后来凭借成
本、性能、技术成熟度和工程可实施性等显
著优势被推荐为SKA后续研发的唯一设计
方案，经历十年的艰难之路。

“SKA选用的核心设备天线，每一步
都是靠反复的试验与仿真，无数次的探讨
与研究，最终成就了这只包含众多科学家
期望与技术人员心血的巨眼之眸。” 张桂
华说。

2
从参与到主导：

十年炼就“中国之眸”

� � � �多位专家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
局，创新要素开放性、流动性显著增强，用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际共识。

来自科技部的信息显示，“十二五”以
来，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
际科技合作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全方
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初
步形成，国际科技合作能力显著提高。

“大项目全都由自己发起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
士认为，健康的科研体系应该是我们参与别
人的项目，同时发起自己的项目。

“坚持自主研发与国际合作并重，是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自觉之路。” 科技部
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表示，大科学装置
的兴起和大科学计划的推进，正不断推动
中国前沿科技探索迎来新时代。

天文学的发展，是全人类认识宇宙的
智慧结晶。 目前，SKA各成员国正在协商
出台SKA天文台公约。项目建成后，成员
国可以共享SKA获得的原始数据。

“SKA能看得更远、更清楚，为人们带
来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 推动我国天文、
物理及信息技术等相关基础科研领域的
研究水平，不断增强创新力，让中国拥有
向宇宙更深处探索、实现前沿科学突破的
自信。”杜彪说。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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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主研发与国际合作并重：
推动中国前沿探索迎来新时代

� � � �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交工验收会议6日在珠海召
开。会议认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完善，
符合设计及技术规范要求，工序控制严格，工程质量可
靠。根据验收办法的有关规定，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同
意交付使用。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完成交工验收

� � � �美国股市连续暴跌拖累全球市场，并“传染”至中国
内地市场。6日A股全线重挫，上证综指跌破3400点，深证
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分别录得逾4%和5%的巨大跌幅。

（均据新华社2月6日电）

美股暴跌“传染”A股
沪深股指全线重挫

新华简讯

� � � � 6日上午， 随着最后一段重型钢桁梁成功吊装，位
于川西藏区的雅康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顺
利实现合龙。这为大桥在2018年8月贯通、全线在2018
年底提前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雅康高速是正在兴建的内地进入藏区的交通新干
线，起于雅安止于康定，全长135公里，2017年12月31日
雅安到泸定段提前建成试通车。 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
桥全长1411米，是雅康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
余下在建工程中的关键节点，被称为“川藏第一桥”。

“川藏第一桥”顺利合龙

� � �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双方会议
2月6日在哈尔滨举行。

去年12月31日，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
时，商定2018年至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在此
框架内，召开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
双方会议，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推动更深入的合作，促进
中俄地方合作创新升级。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州、滨海边区、外贝加尔边
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莫斯科州等州区
代表和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 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秘书长，
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重庆市等有关负责
人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
方合作理事会框架下， 积极把握“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机
遇，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间务实合作。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完善地方合作
交流机制、密切友城关系、加快国际通道建设、提升经贸层
次、加强投资合作等方面建言献策，为地方合作理事会下步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黑龙江电视台供稿）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
理事会双方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促进中俄地方合作
创新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