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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无人探测器成功着陆 将深挖火星内部的秘密 ■ 新闻鲜看

减资公告
天津凯瑞斯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16786374580J ，经股东会

决定，注册资本金由 5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债权。特此

公告。

有些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吸烟，是为

了使自己显得很酷，如果他们知道吸烟

会危害自己容颜，降低自己颜值，就不会

为了炫酷而吸烟了。

吸烟从下面几个方面影响你的

容貌。

皮肤松弛：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

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

致皮肤的血液循环变差，使得脸部皮肤

变得苍白、疲乏、干燥且没有弹性，看上

去没有气色，苍老憔悴。烟雾会熏黄或

熏黑皮肤，使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同时

也使牙齿变黄，影响到容颜。

眼角和唇边深深的皱纹：吸烟会让

你嘴唇周围提前密布皱纹，而且长期抽

烟还会导致保持皮肤弹性的骨胶原和弹

性蛋白流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

你今天对着镜子时并未留意到自己容貌

的变化，或以后的某天，你会因镜中自己

爬满细纹的容貌大吃一惊。

头发可能变稀疏：满头乌黑亮丽的

秀发是提升女性颜值的要素之一，吸烟

会伤害头发，香烟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会

损害毛囊，同时破坏细胞的自由基，使吸

烟者的头发稀疏，比不吸烟的人头发白

得更早，降低女性的颜值。

吸烟影响到女性第二性征：尼古丁

会抑制女性动情激素（雌激素）和黄体激

素的分泌，破坏体内某些酶。引起月经

来潮推迟，月经紊乱及痛经，使中年女性

更年期提前，还会提前1～3年进入绝经

期。因雌激素的减少，女性的第二性症发

展减弱，胸围会变小。吸烟会造成血流障

碍，使得眼部周围血液供氧不足，黑眼

圈。血流障碍导致毛细血管萎缩，皮肤毛

孔越来越大。女性吸烟不但容易感染乳

头瘤病毒，引发生殖器疣，内脏脂肪增多，

增加患其他疾病的风险如糖尿病，让人大

腹便便或腹部松弛，使女性形体变老。

吸烟让女性患上乳腺癌：烟草里含

有数种致癌物质，尼古丁代谢速度，女性

要比男性更快，因此吸烟与被动吸烟对女

性的健康损害都比男性更大。研究发现

在吸烟女性的乳液中发现了多种烟草成

分，乳房上皮细胞的表面有某种尼古丁受

体，这种受体在尼古丁持续刺激下，细胞

过度反应自动活化再发展出更多的受体，

久之会造成细胞癌变与肿瘤增殖。一旦

患上乳腺癌，除去肿瘤最好的治疗方法就

是切去乳房，使女性失去了骄傲。

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可以说是无孔不

入，不但会引起各种疾病，还会影响到一

个人的容颜、形象。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慢控科

2018年10月24日

吸烟其实并不酷，吸烟会让你更快变老 广
告

人类距离登陆火星有多远
弥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非易事，人类距离火星还有点“远”。

首先，不好去。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月球与地球距离的

150倍，重重挑战包括载具和燃料技术如何突破，如何获得足够的氧

气、水和食物，以及如何避开或“挺”过太阳风或辐射等危险。其次，

也不好回。宇航员要等到地球和火星再次正确对准轨道才能返航。

美国航天局计划于本世纪30年代展开对火星的载人探索。不

过，对于人类多久后能真正抵达火星，美国专家意见也不统一，认为

以现有预算，少则10余年，多则半个世纪。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

微尘。从太空望向这个蓝色星球时，人类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这里和

谐共存的必要性。从母星球望向太空时，人类可能需要携手并进才能

在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走得更远。 据新华社

经历6个月航行、近5亿公里征程，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26日
成功在火星着陆并传回首张照片。这是人类首个致力于研究火星深层
结构的探测器。业内人士说，“洞察”号对人类火星研究有重要意义，把
重点放在对火星内部的探索上，有助于人类更好了解地球本身乃至太阳
系，甚至借助这些信息来寻找系外类地行星。今后几年将在原地借助所
携仪器探秘火星内部。

“洞察”号长得什么样

“洞察”号有“三条腿、一根手
臂”，展开后着陆器宽约6米。着陆
器是“洞察”号的核心部分，在火星
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由它来完
成。“洞察”号上还搭载了3部主要
科学仪器，分别是地震测量仪、温度
测量装置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
验仪”。

与前辈“勇气”号、“机遇”号等
火星车不同的是，“洞察”号大部分
科学任务将通过原地钻探实验完
成，因此“原地不动”将是“洞察”号
今后两年设计任务时间内的主要
形态。

多国酝酿登陆火星计划

各国航天机构还酝酿着多个
登陆火星计划。2020年前后，美国
计划发射下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欧俄计划联合发射“火星生
物学－2020”火星车；中国计划首
次发射火星探测器，并实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

美国西部时间26日临近中午，加

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国家航空航

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内气氛凝重：“洞

察”号探测器正在落向火星表面，过程

耗时6分钟。

“确认着陆。”一名控制人员话音刚

落，几十人从各自座位一跃而起，欢呼、

鼓掌、拥抱。激动、兴奋即刻蔓延……

那一刻气氛“紧张”，航天局局长

吉姆·布里登斯廷稍后告诉媒体记者，

“大家能觉察到这种情绪”。

法新社报道，全球多家航天机构

先前累计43次尝试把飞行器、探测器

送上火星，过半以失败告终。

“洞察”号登陆火星前，美国航天

局已有7次成功经历。上一次登陆在

6年前，“主角”是如今仍在漫步这颗红

色星球的“好奇”号火星车。

“洞察”号今年5月从加州范登堡空

军基地升空，在太空中累计“跋涉”大约

4.8亿公里，在火星表面的着陆点距离

“好奇”号当年着陆位置大约600公里。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总工

程师罗布·曼宁认为，“洞察”号着陆堪

称“完美”，符合“大家的希望和想象”。

这一探测器有三条“腿”，着陆不

久向实验室传回第一张“自拍照”，展

示它在火星表面所处环境。

着陆时扬起的尘土附着在镜头

上，致使“自拍照”显得模糊，却足以显

现“洞察”号周围多沙、地势平坦，仅一

块大小可观的岩石。

从静态画面看，“洞察”号“略微倾

斜，这不理想”，美国行星学会高级编

辑埃米莉·拉克达瓦拉在社交媒体写

道，“但作业区平得像一块煎饼，几乎

没有岩石”。

“洞察”号停在火星艾利希平原西

侧。项目经理汤姆·霍夫曼说，它的着

陆点接近精准，只是航天局尚未完成

最终计算。按照霍夫曼的说法，从“洞

察”号传回的第一幅图像难以辨认附

近是否有斜坡，但可以看出它处在一

个平坦、光滑的“停车场”。

“洞察”号探测器质量360公斤，今后两

年、即大约一个“火星年”，将在原地“作业”。

“洞察”号的名称来源于探测器英文

“通过地震调查、测地学及热传导实施内

部探测”的首字母缩写。

它携带的主要设备包括“内部结构地

震实验仪”，由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制

造，将记录火星最微弱的地震以及周围陨

石的作用；另一台设备由德国航空航天中

心提供，包含能深入火星表面以下5米的

钻头，以探测火星热流；“旋转和内部结构

实验仪”将测算火星自转。

“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特

对新华社记者说，科学研究已掌握了火星

表面、大气层、电离层状态等信息，“洞察”

号所携设备将研究火星的地质作用，目的

是绘制火星内部的三维地图。经由“倾

听”地震、陨石作用或火山活动引发的火

星震动，科学家可望了解火星内部并揭示

它如何形成。“洞察”号的使命是通过探索

火星内核来分析火星形成的历史，同时增

加人类对地球起源的认识。

美国航天局官员表示，“洞察”号以及

其他计划中的火星探测任务是人类登陆

火星探测的前奏。 据新华社

火星的“心事”
“洞察”号来猜

“紧张”着陆

“精准”站位

“原地”作业

背景资料

选举不推迟

乌克兰海军3艘船只25日在黑海海

域遭俄方拦截并扣留，总统波罗申科召

集官员举行内阁紧急会议及国家安全和

国防委员会会议，提议全国进入“战争状

态”，为期60天。

这一提议在最高拉达受到质疑，一

些议员担心戒严令限制公民自由、推迟

原定明年3月底举行的总统选举。最高

拉达投票表决，通过一份“缩水版”戒严

令，同意在乌克兰东部施行 30 天“战争

状态”。

最高拉达同一天表决，确定总统选

举将如期举行。

波罗申科说，俄方攻击乌海军船只，

意味着“俄方侵略进入新阶段”，乌方掌握

的情报显示，俄方陆路入侵乌方的威胁

“极其严重”……“已经准备随时入侵”。

除了解释施行戒严令是为了迅速应

对入侵和尽快动员一切力量，他斥责针

对他的“卑鄙猜测”。

路透社报道，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波

罗申科所获民意支持率落后于主要竞选

对手，连任之路预期不会平坦。

俄方指认波罗申科策划黑海对峙事

件，有意煽动反俄情绪，方便自己竞选连

任，同时配合欧洲联盟和美国追加对俄

制裁。

事发刻赤海峡，位于克里米亚地区

的刻赤半岛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的塔曼半岛之间。克里米亚2014年3

月经公民投票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

联邦。美国和欧盟指认俄罗斯“吞并”克

里米亚，施加多轮制裁。俄方以相应制

裁还击。

声援多口头

波罗申科当天与美国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通电话。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

俄方“攻击行径”，呼吁俄方放人并归还

扣押船只。

波罗申科还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

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后者表

示“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希望能够

加入北约。

欧盟、英国、法国、波兰和丹麦都发

声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通话后发表声明，呼吁俄乌以对

话方式化解纠纷，避免事态升级。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不

喜欢”俄乌最新闹出的矛盾，将与欧洲盟

友商讨黑海事件。

俄方和乌方证实，乌方海军 3 艘船

只 25 日驶向刻赤海峡途中遭俄方拦截

和扣留。俄方指认乌方海军船只没有获

得许可驶入俄方领海，有意挑衅；乌方指

认俄方舰艇撞船并开火伤人，构成军事

侵略。

根据俄方声明，乌方船上3 人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正接受俄方医治；乌方声

明，6 人受伤，3 艘船和多人遭俄方扣

留。一名俄罗斯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

乌方共有24人遭扣留。

俄联邦安全局官员说，俄方扣押的3

艘乌船只被送往刻赤港。目击者 26 日

在刻赤港看到这3艘船。 据新华社

作为对俄罗斯扣留乌克兰海军3艘船只的应对

乌宣布施行30天“战争状态”
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26

日批准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及
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提议的戒
严令，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可能遭
遇俄罗斯军事打击”的地区施行
为期30天“战争状态”。

人类探索火星的动力何在
正因为有“动力”，人类的火星探索才会孜孜不倦。

首先，这个红色星球被视为人类太空移民的首

选目标。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不

仅有季节、有昼夜，而且从十几年前发现水冰，到今

年发现火星南极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湖，这些发

现大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的可能性。

第二，人类探索火星的背后还有来自政界、学

界、产业界等多种多样的需求。有的认为人类必须

成为多行星生物，有的认为生命的火种其实不是来

自地球、而是来自火星，也有的希望以宇宙探索来推

动人类科技的革命性进步。

热点问答

记者27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世界

银行近期发布全球公共部门绩效报告，总结不

同国家和地区政府推行绩效管理的主要特点

和趋势，并遴选出值得借鉴的案例进行介绍，

我国税务部门绩效管理经验入选最佳案例。

报告指出，在推行绩效管理之前，中国税

务部门5级机构，近80万名干部职工，面临机

构层级多、人员队伍大、落实工作难等诸多问

题。中国税务绩效管理不仅为各级税务机关

和全体税务干部提供了一套内容清晰、具体并

可衡量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而且将考评结果

运用于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等方面，形成

奖惩机制。

报告认为，中国税务部门依托强大的信息

平台，实现对考评数据的自动收集、过程监控

和绩效评价，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能够追踪绩

效指标的实施进度，确保各单位和每位干部都

知道自身工作的短板和追赶的目标，彰显了绩

效管理持续改进的核心要义。

据了解，全球公共部门绩效报告是世行首

次发布的关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实施政府绩效管

理情况的报告，旨在总结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

推行绩效管理的主要趋势及特点，提炼典型案

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参考。 据新华社

人在旅行过程中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

非常普遍，此前研究已经表明，“水土不服”与

饮食改变带来肠道菌群的变化有一定关联

性。华中科技大学科研人员近日在肠道菌群

可塑性研究中取得新进展，揭开了肠道菌群在

“水土不服”症状产生、发展和恢复过程中的变

化规律。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宁康

教授的研究团队招募了一支由十人组成的志

愿者团队，他们从北京出发，在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停留了六个月，然后返回北京。通过使用

高密度纵向采样的策略，收集了志愿者的粪便

样本，记录他们详细的饮食信息。对粪便样本

进行高通量测序和相关分析，发现人类肠道菌

群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受饮食改变而发生的动

态变化规律。

“跨国志愿者肠道菌群之间的变换通常在

1个月内完成，并且志愿者肠道菌群的动态变

化有特定的变化趋势。”宁康说，“饮食长期的

转变可改变肠道菌群，饮食的恢复也可使肠道

菌群恢复，揭示了肠道菌群具有双向可塑性和

强大的弹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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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何“水土不服”？
专家揭示肠道菌群可塑性原理

韩国军购部门27日说，今后将大力推动

韩国武器以及其他国防装备出口，已指派高级

官员负责这一事务。

韩联社报道，韩国军购部门最近新设一个

机构，由郑在俊（音译）出任主管官员，主要是

负责国际合作事宜，以期推动韩国武器的海外

销售。另外，韩国军购部门组建一个小组，主

要负责研发顶尖武器装备，包括可执行侦察、

精确打击等任务的无人驾驶飞机。

韩国军购部门官员汪桢洪（音译）说，韩国

国防工业需要创新，适应未来国防需求，希望

最近这一系列机构调整有助于打下坚实基础，

为国防工业注入新的生机。 据新华社

据叙利亚通讯社26日报道，叙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当天签署改组内阁的法令，更换包

括内政部长在内的9名成员。

根据该法令，内政部、旅游部、教育部、工

业部等9个内阁部门部长变更，其中，7人为新

任命部长，其余2人为内阁职位调整。改组后

的内阁新成立民族和解委员会，替代原有的民

族和解事务部，仍由原部长阿里·海德尔出任

长官。此次内政部长更换尤其受到关注。现

任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沙尔自2011年叙利亚

危机爆发之初开始任职，遭遇多次暗杀，2012

年曾两次在爆炸袭击中受伤。内阁改组后，新

任内政部长由叙利亚政治安全局局长穆罕默

德·哈立德·拉赫蒙出任。 据新华社

叙利亚

总统更换9名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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