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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武装部队 21日发表声明
说，埃及海军当天同法国海军在埃
及地中海领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
事演习。

声明说，此次演习旨在加强埃
及与不同国家的军事关系。演习
内容包括如何进行航海编队、打击
敌对目标、应对非传统威胁以及船
只检查等。

近年来，埃及与法国的军事关
系不断增强。今年 3月，埃及与法
国海军在埃及红海和地中海领海
举行了联合演习。

据埃及媒体报道，2015年埃及
与法国签署合同，购买了 24架法
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此外，埃
及还从法国购买了数艘海军舰艇，
其中包括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
击舰。

埃及定期与阿拉伯、非洲及西
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旨在促
进军事合作与交流，维护地区安全
与稳定。近一年多来，埃及已先后
与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科威特等国举行联合军演。

埃及

与法国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沙子如何变身芯片？如何实现
从“风云不测”到“风云可测”？在
2019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公众在
中国科学院多个科研院所享用到了一
道道精美的科普大餐。

5月19日至26日是2019全国科
技活动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是“科
技强国 科普惠民”。活动周期间，
被誉为科研“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
一大批科研院所免费向公众开放。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要想
使科技创新能够真正的取得成功，公
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计算技术研究所把坐落在北京
中关村的科研大楼变成了“神计妙算
游乐场”，公众手持一本科学“护
照”就可玩遍整栋科研大楼。沙子如
何变身芯片？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科

研人员带领大家了解了从沙子到芯片
的制作流程、看到了芯片内部复杂的
电路结构。

如何实现从“风云不测”到
“风云可测”？大气物理研究所通过天
气图制作、龙卷风制造机、云室实
验、VR虚拟现实设备，让公众了解
了天气预报的流程。

自动化研究所主打人工智能和
脑科学两个前沿领域，向公众展示了
类脑智能、智能博弈、视听觉认知等
智能技术领域的成果。

物理研究所上演了大型实验秀
《元素奇迹》。在茶水中倒入氯化铁溶
液，茶水颜色变得和墨水一样深；当
高锰酸钾和甘油混合后产生的漂亮火
焰，引得现场掌声一片。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现代科

技馆开放了能源世界、光学世界、材料
世界、月球探秘等多个展厅。“去年听
说‘人造太阳’取得重大科学突破，中
心电子温度达到了1亿摄氏度，心里
很好奇什么样的容器能装下这么超高
的温度，所以就带儿子来看看。”在全
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模型前，一位
观众笑称自己全家都是“科迷”。

在固体物理研究所，来访的公众
个个摩拳擦掌，原来科研人员给大家
带来了温差发电装置。当温热的手掌
接触热电材料产生温差时，连接的小
灯泡就会闪烁亮光。温差越大，灯泡
就越亮。

在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公众
们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真实的肿瘤组织
切片，了解了真实肿瘤细胞的产生与
发展。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以“植物
的光影世界”为主题的活动正在展
开。“花儿为什么有各种颜色？蘑菇
为什么有毒？为什么树上树下都长有
苔藓？”四场充满趣味的科学报告，
吸引了孩子们专注地倾听。在昆明植
物园奇异植物馆，公众好奇地观察着
猪笼草、捕蝇草、瓶儿草……原
来，这些植物不“吃素”，专吃各种
小昆虫。

“让高端科技走近生活，在青
少年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这也许正
是中科院公众开放日最大的价值所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
记杨永平说。

看科研“国家队”亮十八般武艺
——走进中科院公众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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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韩国贸易协会通商研究部部
长李沅锡 21日表示，当前，美方挑
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令韩国企业受到
冲击，但中国市场庞大、吸引力大，
未来发展前景良好，韩企不会因此
舍弃中国市场。

李沅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贸易条件恶化导致未来经
济不确定性增加，这对于参与全球
贸易的企业来说，做出相关经济决
策变得异常困难。“只有当全球经济
前景能够被合理预测的时候，经济
才能实现良好发展。”

他说，目前有很多韩国企业在
中国投资设厂，直接在当地生产和
销售产品，同时也将产品销往包括

美国在内的第三方市场。“整个韩国
企业界对经贸摩擦都十分担忧，很
多韩企不可避免将受到巨大冲击。”
李沅锡坦言。

但他认为，贸易紧张局势不会
对韩中经贸往来造成大的影响。“中
国市场需求巨大，不少韩国企业家
当初做出对华投资决定的时候，都
是在为长远发展做打算。这些企业
家不会因为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或加
剧就断然舍弃中国市场。”

李沅锡说，就算面临贸易紧张
局势这样的不利因素，韩中两国之
间仍然维持着非常大的贸易量，两
国之间的企业投资和人员往来仍然
十分活跃。

韩国

韩企不会舍弃中国市场

5月2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小朋友们在美泉宫动物园欢迎大熊猫“园园”。
当日，来自中国的雄性大熊猫“园园”正式亮相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大熊
猫“园园”于4月16日抵达维也纳，一直处于隔离状态。“园园”将与2003年来到
美泉宫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阳阳”一起生活。

奥地利

大熊猫“园园”正式亮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1日签
署命令解散最高拉达（议会），并确
定 7月 21日提前举行新一届议会
选举。

据乌总统网站通报，命令说，
解散议会是因为执政联盟已不存
在。命令同时责成政府确保选举
所需的资金及时到位。

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与乌
议会领导人及议会党团代表举行
了磋商。泽连斯基表示，议会应该
解散，因为它得到的人民信任“太
低”。

在今年 4月 21日举行的乌克
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泽连斯
基赢得选举。5月 20日，泽连斯基
宣誓就职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
表示将很快解散本届议会，并警告
现任政府高官“最多还有两个月的
在岗时间”。

乌克兰新一届议会选举原定
于10月27日举行。此间有报道分
析，泽连斯基领导的人民公仆党在
本届议会没有议席，而解散议会、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将使该党进入
议会并在组阁谈判中掌握主动。

乌克兰

总统签署命令解散议会

华为驻欧盟机构首席代表刘康
21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华为愿携手
欧洲共同开发5G产品与服务。

刘康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华为网
络安全透明中心发表演讲时说，华
为的 5G解决方案不仅是市场上最

好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某种欧
洲的产品，它是为欧洲量身定做的。

刘康说，华为一直尊重所有法
律法规。华为在欧洲已经运营了近
20年，拥有 1.22万名员工，其中 70%
是在当地招聘的。华为2018年在欧

洲采购了超过56亿欧元的货物和服
务，并与140个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
构有研发合作。华为希望欧洲能够
成为 5G的先锋，从而更好地推进欧
洲的经济发展，并加强欧洲工业的
领先地位。

刘康表示，华为将继续留在欧
洲并继续国际化的运作，为欧洲的
强盛和团结做出贡献。

华为表示愿携手欧洲共同开发5G

热点追踪

中国车辆助力中国车辆助力
古巴铁路客运古巴铁路客运

经过近40天航行，一辆辆蓝白相间的中国铁路客车终于顺利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港。由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承揽、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设计与制造的首批出口古巴的中国铁路客车20日晚在这里举行车辆交接仪式。这是古巴多年来
首次采购全新铁路客车。这些中国车辆的到来，是古巴近年来积极推动铁路系统现代化改造的重要成果。图为5月20日，中国铁
路客车抵达并停靠在古巴哈瓦那港。

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检方 21
日表示，该州 19日晚发生一起军
警联队和当地武装人员冲突事件，
已造成10人死亡。

据科阿韦拉安全部门发布的
公告，19日晚，当地军警展开联合
行动维护当地安全，路过该州穆斯
基斯市一条公路时，遭武装人员袭
击。双方发生枪战，军警联队在行

动中还缴获一些武器。
当地检方表示，检方陆续发现

9具武装人员尸体，另有一名警察
受伤后不治身亡。

科阿韦拉州地处墨西哥北部，
与美国接壤，2011年起曾因毒枭争
夺地盘而谋杀率激增，近年来情况
有所好转。

墨西哥

军警与地方武装冲突10人死亡

联合国 21日发布报告说，受贸
易紧张局势悬而未决、多国政策不
确定性和商业信心不断减弱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正经历全面放缓。

这份《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
展望年中报告》指出，受内外因素共
同影响，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
多数发展中区域增长前景都将转
弱。报告预计，世界经济 2019年增

速将放缓至 2.7%，低于年初时预计
的约3%。

报告称，由于贸易摩擦得不到
解决，关税越来越高，2019年世界贸
易增速预期已下调至 2.7%，明显低
于 2018 年 3.4%的增速。相互循环
加征关税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产生严重的
溢出效应。国际贸易活动长期低迷

也会削弱投资前景，并对中期生产
力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由于增速放缓和通
货膨胀势头减弱，全球主要央行均
放宽了货币政策。这些调整有助于
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以及促进资本流
入新兴经济体。然而，长期实行宽
松货币政策会加剧金融失衡，包括
进一步助长债务累积，提高中期金

融风险。
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艾略特·

哈里斯表示，要解决当前增速放缓
问题，需要采取更全面且有针对性
的应对政策。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需要解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
外的问题，应确定更健全的经济衡
量指标，适当反映不平等、不安全和
气候变化等问题。

联合国警告

贸易紧张局势将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南太平洋多个地区近期接连发
生地震。澳大利亚柯廷大学专家表
示，这并不说明该地区地震有增加
的趋势，也不能认为这些地质活动
是更大地震的先兆。

进入5月以来，位于南太平洋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等
地多次发生地震，其中包括7级以上

强震。
澳大利亚柯廷大学地质学家克

里斯·埃尔德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近期南太平洋发生地震的
地区都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属于
地震频发区。根据监测，过去一周内
这一带曾发生15到20次大小不等的
地震，且目前这种地震频发的态势可

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埃尔德斯强调，这并不说

明地震有增加的趋势，同时他也不
认同这些地质活动是更大地震先兆
的说法。他认为，近期这些地区的
地震活动只是反映出该地区处于大
规模地震带上这一事实，并无异常
之处。

去年2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
7.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近期的地震虽震级不低，
但影响较小。对此埃尔德斯解释
说：“相对于去年造成重大伤亡的浅
层地震，近期发生的地震震源都较
深，而且震中位置偏远，因此没有造
成重大影响。”

专家否认近期南太地震频发预示“更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