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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彩票开奖公告

■聚焦 ■国际

■军事

美军试射曾受《中导条约》限制
的弹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 12 日说，美军当天在加利福尼
亚州试射一枚陆基常规弹道导弹，这是美国在今
年 8 月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试射受条约限制
的弹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于美
国西部时间12日8时30分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
地对一枚陆基常规配置的原型弹道导弹进行飞
行测试，该导弹在飞行超过 500 公里后落入大
海。声明还说，此次试射的数据与经验将应用于
国防部对未来中程导弹的研发。

美国于8月2日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防
部长埃斯珀在退约当天表示，既然美国已退出该
条约，国防部将开始全面研发陆基常规中程导弹，
并称这是对俄罗斯方面有关行为的“审慎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初表示，俄罗斯无意展
开军备竞赛，无意在目前没有部署中短程弹道导
弹的地区部署导弹。

●福彩
3D第2019333期：5 3 6
七乐彩第2019143期：
07 09 13 16 25 28 29 18
15选5第2019333期：
01 02 06 07 09
●体彩
6+1第19143期：
5 2 3 0 2 5 1
20选5第19333期：
07 10 12 13 16
排列5第19333期：
3 8 3 2 9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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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产生的废热
或可用于市政供暖

德国能源巨头意昂集团最新发布的一份研
究报告说，5G 网络将大幅增加当地数据中心的
耗电量，由此产生的废热可用于市政供暖。

虽然 5G 通信技术本身耗电较低，传输等量
数据的耗电量仅为 4G 的十分之一，但研究报告
指出，随着 5G 通信技术应用于自动驾驶和智能
制造等诸多新领域，数据计算量会增多，这不仅
要求建设更多数据中心，也会极大提高耗电量。

意昂集团介绍说，德国数据中心消耗能源的
近一半变成了废热，将这些废热用于市政供暖大
有潜力可挖。但由于绝大多数数据中心并未与市
政供暖管道连接，且热泵发电系统成本较高，所
以目前用数据中心的废热供暖还不够经济。

据悉，目前德国只有19%的数据中心会利用
废热给自身的建筑物供暖或用于加热水。

波音将首次试飞“星际客机”

美国波音公司 12 日确认，其“星际客机”载
人飞船首次试飞定在 12 月 20 日，目的地是国际
空间站。“星际客机”这次试飞并不载人，唯一的

“乘客”是一名叫罗西的假人。如果试飞顺利，明
年“星际客机”的第二次发射中，将会有3名宇航
员乘坐其中。

“星际客机”由波音公司与美国航天局商业
载人计划项目组共同开发。它可搭载7名乘客或
客货混装，完成近地轨道任务。该飞行器采取无
缝式结构设计，可重复利用多达10次。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运送宇航
员往返空间站全部“仰仗”俄罗斯飞船。为改变这
一局面，美国航天局大力支持商业载人航天，
2014 年委托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分别
建造“星际客机”和载人版“龙”飞船。载人版

“龙”飞船今年3月已完成了一次不载人试飞。

12306网站推迟半小时“打烊”

本报讯（记者 范洪）2020年的春运火车票已
经起售，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 1 月 12 日
（腊月十八）的车票。为了方便旅客购票，从昨天
起，12306 网站将每天的网络购票时间从早晨 6
点至深夜 23 点，延长至深夜 23 点 30 分，旅客购
票时间每天多了半小时。

来自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春运首日售票
中，铁路12306网售出1062.5万张、电话订票售出
0.4 万张，铁路 12306 网络售票占总售票量的
84.6%。铁路 12306 网售出的车票中，手机客户端
售出 945.5 万张，占网售车票的 89%。此外，春运
首日售票中，候补购票订单兑现 13.3 万笔、车票
15.1万张，兑现率达74.0%。

铁 路 部 门 提 示 旅 客 通 过 铁 路 唯 一 官 网
www.12306.cn 和“铁路 12306”App 购买车票，以
避免非正常渠道购票带来的风险。

本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邵建荣 朱晨旻)
昨晚，华灯初上，百余辆公交车整齐划一地停放在
立体停车场顶楼，宛如一部科技大片。近日，又一
批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抵达宁波公交
集团位于东部新城的一体化综合停车场。

市公交集团车辆机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新能源车共有 106 辆，目
前正加派人手做好新车投放前准备工作，力争在
年底之前，让市民见到这些“新朋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

▲许多南京市民前往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分会场悼念遇难同胞。

12月13日是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106辆新能源公交车将投入运营

■科技

/广告

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

保守党领袖鲍里斯·约翰逊13日在率领保守
党赢得英国议会下院选举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约翰逊当天依惯例前往白金汉宫，接受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组建新一届内阁。

根据 13 日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前一天举行
的选举中，已计票结束的 649 个选区内，保守党
赢得了 364 席，较上次大选多出 47 席，反对党工
党只赢得203席。此外，苏格兰民族党赢得48席，
自由民主党赢得 11 席。按照规定，在全部 650 个
议会下院席位中赢得半数以上的党派即可单独
组阁执政。

舆论认为，此次选举是自 1987 年以来保守
党以最大优势获胜的议会下院选举。

约翰逊在 13 日发表的胜选演说中说，英国
迎来了“新的黎明”，英国“突破了障碍”“结束了
僵局”。他强调，英国将在明年1月31日正式退出
欧盟，“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
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
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
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
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
到降的转变。

中方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处理
两国经贸关系必须从大局出发，达成经贸协议有利
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在经贸、
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本协议总体上
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将
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
准入，更好维护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华
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在对美经贸活动

中的合法权益。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中方企业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增加从包
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口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有助于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加强
经贸领域的合作，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本协议有利于增强全球市场信
心，稳定市场预期，为正常的经贸和投资活动创造良
好环境。

双方约定，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
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
体安排进行协商。

协议签署后，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议约定，努力
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多做有利于双边经
贸关系发展和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维护世界
和平与繁荣。

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

■国内 ■本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