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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09

刘鹤应邀赴美
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应 美 方 邀 请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中 美 全 面 经
济 对 话 中 方 牵 头 人 刘 鹤 将 率 团 访
问 华 盛 顿 ，于 10 月 10 日 至 11 日 同 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
努 钦 举 行 新 一 轮 中 美 经 贸 高 级 别
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商务部

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办
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
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

志军，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王受文。

据新华社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据 CNN 报 道 ，当 地 时 间 10 月 8
日，全球瞩目的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开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因推
进人类对宇宙的了解而作出的卓越
贡献，吉姆·皮布尔斯、米歇尔·马约
尔和迪迪埃·奎洛兹三人获得本年
度大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今年的物
理学奖颁给的是增进了人类对于宇
宙的结构和历史了解的卓越贡献者。
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宇宙
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米歇
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因首次
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而“这些发
现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概
念。”

皮布尔斯将获得91万美元奖金中
的一半，而马约尔和奎洛兹则将分得剩
下的一半。

皮布尔斯：
解读宇宙初期的踪迹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被问到是否
建议年轻人考虑将科学作为职业选择
的时候，皮布尔斯道：“这些奖励，它们
当然很吸引人，很珍贵，但这不该是你
计划中的东西。”皮布尔斯认为，年轻人
应该出自于对科学的热爱而进入这一
领域。“你应该是因为自己为之着迷而
进入科学领域。”

皮布尔斯出生于加拿大，现年84岁的
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过去
五十年里，他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框架，形
成了我们对于宇宙历史的了解基础。宇宙
大爆炸模型描述了宇宙如何在140亿年里
从一个热的密度大的球体，演化为如今这
个巨大的、冷的、还在扩张中的宇宙。而皮
布尔斯通过理论工具和计算，解读了宇宙

初期的踪迹，发现了新的物理过程。
皮布尔斯发现，只有5%的可观察的

宇宙以星球、人类等形式被我们知悉，而
剩下的那95%仍是神秘的，那就是物理学
家们称为黑暗能量和黑暗物质的东西。

“我们必须承认，黑暗能量和黑暗物
质是神秘的。”皮布尔斯在接受瑞典皇家
科学院采访时指出，这是现代物理学的
挑战，“还有很多没能回答的问题，黑暗
物质到底是什么？”此外，他还提到了其
他星球的生命，“它们是不是像地球上的
生命一样，我们很难知道。也许化学家能
搞清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可能永
远也看不到这些星球和其他的生命。”

马约尔与奎洛兹：
引发系外行星的发现潮

现年77岁的马约尔来自瑞士，是日

内瓦大学的天文学系教授，已经于2007年
正式退休，目前仍作为研究人员活跃在日
内瓦天文台。而现年53岁的奎洛兹是剑桥
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同时还是日内瓦大
学教授。马约尔和奎洛兹的研究是专注于
在银河系中探寻未知世界。

1995年，两人联合发现了太阳系外的
第一个星球。他们用定制设备，在法国南
部的普罗旺斯天文台发现了飞马座51
（51 Pegasi b）。这一发现“开启了天文学
革命”，引发了一波类似系外行星的发现
潮。如今，银河系中已经有超过4000个系
外行星被发现，还有更多系外行星将继续
被发现。

随着越来越多系外星球的发现，天文
学家们正一步步接近那个终极问题的答
案：人类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林容 编译

三科学家获2019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的发现

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吉姆·皮布尔斯 米歇尔·马约尔 迪迪埃·奎洛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10月8日
在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年8月，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10月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法草
案分为7章，包括总则，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
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核、申诉，法律责任和
附则，共66条。中国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处分法草案
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
施。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
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制定政务
处分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
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惩
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
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
括任免机关、单位和监察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责
任；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规则。设定了警告、记
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政务处分。相应的处分期间
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
撤职，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
起，解除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人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
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
次。受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职务、职级和级别”“有中
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
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对处分主体的立案、调查、
处分、宣布等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任
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定，对各级人大（政协）或者其常
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予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先由
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依章程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
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合法权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
了复审、复核、申诉途径。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9年11
月6日。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7日向国防部、行
政管理和预算局分别发出传票，要求它
们各自按要求提交总统特朗普“电话
门”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众议院针对
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这2张传票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
同外交委员会、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磋商
后签发，要求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在15日之前按传票提交有关文件，以
供他们审查白宫此前冻结对乌克兰军
事援助的原因等情况。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尚未就
传票作出回应。

在此之前，白宫、美国国务院、特朗
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分别收到众议院
发出的传票，副总统彭斯也被要求提交
有关文件。美国国务院日前错过了传票
要求提交有关文件的最后期限。

特朗普正身陷一起“电话门”事
件。今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
名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其政治对

手、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白宫
还采取某些措施“封锁”二人通话内容
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泽连斯基
通话前，特朗普命令代理白宫办公厅主
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瓦尼冻
结一笔价值约4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
助，马尔瓦尼随后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向国防部、国务院传达了这一指令，
但没有详细解释缘由。白宫于9月才解
冻这笔援助。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
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
治利益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
选举。特朗普则表示，他要求乌方调查
拜登父子无关政治，只是因为反腐败。
他还反复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
治迫害”。

拜登于2009年至2017年任美国副总
统。他今年4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
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据新华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8日表示，在过去的长周末，
暴徒在香港各区施行严重、广泛的破坏行为，包括针对港铁
和目标商户进行破坏、袭击普通市民，以及设置非法路障并
截查车辆等，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特区政府会以最大
决心制止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8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媒体。她表示，暴徒的
暴力破坏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饮、旅游和酒店业造成严重
打击，影响共约60万基层员工的生计。特区政府将尽快落实
早前提出的连串措施，帮助这些行业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暴乱已经持续近4个月，必须采取一些更
坚定的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恶劣情况。订立《禁止蒙
面规例》的目的是协助警方执法，以及避免人们，特别是年轻
人，以为蒙面之后就无人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罔顾法纪，作
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香
港现在的情况，首先要客观地看事情，第二是要认清事件的
本质，第三希望他们有一颗同理心，香港发生的事情要是在
其国家发生，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不能恶意批评香港，
或者为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撑腰，说这是和平表达诉求的自
由，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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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赵艺静 （身份证：51132120
0309264983） 遗失成都华润
幸福里一期5栋1-301停车位收
据 （编号 ：xfl0008952， 金额
2094940.00元），特此声明。
●成都铠仕威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法人孔令令私章（编号：
5101009426644）遗失作废。
●成都伟通旺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陈建法人章 （编号：510107
9929444）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9929443）遗失作废。

●四川省
明涛明镜
商贸有限
公司第三
类医疗器
械经营许
可证（川蓉
食药监械
经营许201
60157号），
遗失作废。
●兹有罗
洪怀认购
恒大名城3-1-2607房现将认购
收据联编号：3100274， 金额：
22387元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付氏鑫安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699438
95）付辉法人章（编号：5101069
943897）财务章（编号：510106
9943896）均遗失作废。
●成都丽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鄢文丽法人章 （法人章编号：
5101008507939）遗失作废。
●成都雨润服饰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80375
001，账号：51050141613800000
143，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
行），遗失作废。

●李鑫身
份证5101
06200012165110于2019年9月
30日遗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
与本人无关。
●成都松薇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75361340）遗
失作废。
●陈柏林身份证511302198607
06071X于2019年10月2日遗失。
●谭鑫身份证51010719911211
1292于2019年10月1日遗失。
●成都大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史书婷法人章 （编号：510104
9921781）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晖阳科技有限公司代
春莲法人章 （编号：51010551
18485）遗失作废。

●郫县蜀西综合门诊部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号：
PDY89252151012417D1102） 遗
失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觉树文化培训
学校法人章（法人肖烨，编号：
5101009519475）遗失作废。
●锦江区华翎盛舞舞蹈咨询服
务中心张珂法人章 （编号：51
01040068768）遗失作废。
●成都锦华盛舞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张珂法人章 （编号：5101
095415951）遗失作废。
●胡乡平身份证511524198305
206073有效期2019.08.17-203
9.08.17于2019.9.28遗失作废。

●成都市源泰给排水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63377801，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
分行，账号：122582703687）遗
失作废。
●四川同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3319623194）
公章 （编号：5101009497365）
遗失作废。
●四川度零鑫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8MA672RGG1Y）副
本、公章（编号：510108522219
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辉昌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1200544
62）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1
20054463）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120054464） 史占磊法人
章（编号：5101120088631）均遗
失作废。
●成都琴妹小菜餐饮娱乐管
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2020168）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10
7782698449）公章（编号：510
1070016900）财务专用章 （编
号：5101070016901）郭海涛法
人章 （编号：5101070016902）
均遗失作废。

●成都精点时刻眼镜有限公司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川蓉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
61号），遗失作废。
●同城救援 （深圳） 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
MA6CR7NT9D）开户许可证（账
号153022027核准号J65100931
44901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
公章 （编号：510109529504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29
5047）蒲小强负责人章（编号：
5101095295048）均遗失作废。

●新都区群力摩托车配件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25600705133）遗失作废。
●四川俊能电力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宗堂名章
（编号：5101008005255）、原法
定代表人李丹名章（编号：5101
008005256）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龙泉驿区登科优学堂
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原
法人幸建明法人章 （编号：51
01120058674）遗失作废。
●范春莉身份证51018119820
2254229于2019年9月21日遗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无关。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
政务处分种类

美众议院要求政府部门配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林郑月娥：
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