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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荷兰区室外亮化工程（第二次招标）位

于海口市南海大道与长流十号路交汇处，荷兰区规划用地面积为

136796.72平方米，绿化面积为41103.46平方米。已新建娱乐用房

12幢，总建筑面积为40797.64平方米。设计工期45日历天。招标

范围：室外亮化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含概算及施工

配合服务等），详见设计任务书。投标人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照

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

质，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

业资质。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见网络公告。请于2016年9月18

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

布。招标人：长影（海南）置业有限公司张小姐18686533625，招标
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符先生18078912160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D0101等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以及市政府
相关专题会议精神要求，拟对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产业区项目
涉及的 D0101、D0201、D1201、D1301、D2301、D2401、D2501、
D2601地块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进行相应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一、公示时间：30个工
作日（2016年9月18日至11月1日）。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
站（www.hkup.gov.cn）。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9月18日

讣告
海南万达包装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刚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6年9月16日17时37分在海口逝世，享年
53岁。

陈鸿刚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6年9月18日上午
11时在海口殡仪馆南海厅举行，希望各位亲朋好友前往吊
唁。

工作往来关系联系人：韩先生 13876399091
王先生 13807655866

亲属、校友关系联系人：陈女士 13337696239
13876692800

海南万达包装制造有限公司
2016年9月17日

智享门店 七星体验
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将于9月5日起全面升级，

新门店采用了全球领先的金融门店设计理念，充分引入互联网思
维，行业首创的O2O客户体验中心和咖啡吧文化。以E服务、健
康体验、综合金融理财和业务办理四大服务区域为主体，实现服务
软硬件的全面升级，届时平安智享门店将为每一位临柜客户提供

“简单便捷、友善安心”的七星服务体验。
预约服务：您可通过平安金管家、电话、微信公众号、平安官网等渠

道申请柜面预约服务，如约至柜面即可享受免等待、车位预留等服务
互联服务：以全新科技装备的智享门店将为您提供智能化、高

科技的全新体验，让平安的专业服务与您零距离
坐享服务：新智享门店将竭诚为您提供优雅舒适的服务环境，

丰富多样的服务体验，让您时刻感受安心、舒心
健康服务：我们为您提供血压检测、体重检测、体脂检测、身高

测量、BMI检测、体温测量等六大健康服务，同时根据结果为您挑
选合适的家庭医生，让您足不出户轻松解决健康问题

三免服务：我们为不同业务开通免填单、免等候、免往返服务，
让您的业务办理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尊崇服务：VIP尊崇服务为高价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为高价
值的您打造不一样的服务感受

亲情服务：我们将根据您的不同需求为您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让您的每一次来访宾至如归

营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2-2号时代广场一
楼（东侧）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特别告知：原龙昆北路宏源证券大厦一楼平安人寿客服中心9

月5日起停止营业。
欢迎体验新智享门店预约服务，尊享服务免等待！
电话预约：95511-1-9
平安金管家预约：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平安金管家—保单—

预约去柜面
微信公众号预约：关注平安人寿-微信门店-

预约去柜面
平安官网预约：平安官网（错误！超链接引用

无效。客户服务—预约去柜面
特别告知：原龙昆北路宏源证券大厦一楼平

安人寿客服中心9月5日起停止营业。

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客服中心智享门店

2016年9月5日开启试营业！

新华社上海9月17日电（记者王
琳琳）成功发射的天宫二号搭载了多
种高精尖科学装备。其中，由中科院
上海光机所研制的“定时神针”——空
间冷原子钟，有望实现约3000万年误
差1秒的超高精度，这将是国际上首
台在轨运行并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
原子钟，也是目前在空间运行的最高
精度原子钟。

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对时间的精

确测量。之前，在太空中运行的原子
钟都是热原子钟，精度最高对应300
万年误差1秒。此次，由天宫二号搭
载的空间冷原子钟将激光冷却技术送
入太空，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进一步
使时间精度提升10倍，意味着这台钟
运行3000万年才会有1秒的误差！

如此精准的钟到底有什么作用
呢？上海光机所中科院量子光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刘亮介绍，在太空中，空间

冷原子钟可以建立超高精度时间频率
基准。有了这个基准，就可以把天上其
他原子钟同步起来，让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具有更加精确和稳定的运行能力。

此外，冷原子技术的发展还将大
幅提高许多实验的精度，让原来不可
能进行的实验成为可能。例如，开展
深空导航定位。刘亮说，如果我们在
太阳系中不受引力影响的拉格朗日点
各放置一台冷原子钟，人类就可以超

越近地范围、在太阳系这个更大的范
围内实现准确定位，开展大尺度时空
研究，包括广义相对论在大尺度情况
下是否成立等。

又如，空间冷原子干涉仪可以取
代空间激光干涉仪，实现在轨引力波
探测。刘亮介绍，探测引力波有多种
手段，采用激光干涉仪探测，需要三颗
卫星，空间冷原子干涉仪只需要两颗
卫星，技术难度和成本都有所降低。

同时，空间冷原子钟还能测量引
力红移。根据广义相对论，时间没有
统一的概念，在火星、月球等不同的引
力场里，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天
上有个原子钟，地面也有个原子钟，那
么一比较，就知道时间相差多少，然后
利用这个时间差就可以测量引力红
移。”刘亮说。在不远的将来，空间冷
原子钟的发展或许能让科幻世界的诸
多猜想得到明确的解答。

天宫二号上之“定时神针”——

空间冷原子钟3000万年误差1秒！

中秋节过去了，雄踞各大商场和超市货架许
久的月饼也在一夕之间下架。不少市民疑惑，没
有卖出去的月饼厂家会如何处理？卖剩下的月
饼去哪了？记者为此前往一些超市实地调查。

打折销售

记者看到，在中秋节前一两个月，月饼便陆
续上架。中秋节后甚至中秋节当天，各大商场、
超市和糕点专卖店的月饼几近绝迹。

16日，在江西南昌市象山南路的一家大型
超市内，记者看到连日来设置的月饼专卖区已
经撤掉。超市销售人员说，关于没有卖完的月
饼有两种情况，江西本土品牌的月饼，15日晚
间就已经被厂家回收清场；二是外地品牌的月
饼，集中在一起打折销售。

在超市的零食区，外地品牌的散装月饼以
“买一送一”方式销售，颇受市民欢迎，几位市民
正在一旁挑选。“价格相当于便宜了一半，我很
喜欢吃月饼，买些回去可以当早点吃。”南昌市
民王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正在打折促销的月饼来自于
一家杭州月饼企业。厂家直销员表示，虽然这
些月饼保质期有2个月，但由于企业距离较远
就没有回收了，而是将没卖完的月饼统一打折
销售。“超市规定中秋节一过完就不卖月饼了，
最晚只能销售到17日，实在卖不出去别说买一
送一，买一送二也要卖，只能厂家倒霉了。”

退回厂家处理

多家超市的员工告诉记者，中秋节前会根
据往年的情况来确定具体订购月饼的数量。一
般大部分月饼都能销售完毕，倘若月饼没有卖
出去，超市就会依据此前与月饼生产厂家所订
的协议，将月饼退回给厂家处理。

记者走访了一些糕点专卖店。在一家江西
本土糕点品牌门店内，15日还摆满柜台的盒装
月饼剩下了最后两盒，还有零星的散装月饼在
销售。员工表示，在中秋节前很早就开始销售
月饼，厂家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决定是否再生产，
所以节后剩下的月饼会很少。记者正在询问
时，还有顾客专门来买剩下的月饼。

论斤卖给农民喂猪养鱼

一些市民担心，没卖完的月饼被商家回收，
制成“陈馅糕点”“陈馅月饼”出售。

据行业人士透露，大部分厂家都会选择在
保质期内打折销售或发给职工当福利，也有些
厂家会卖给小店零售，也就是市民们在街头小
店看到的散卖月饼。此外，还有一些厂家会将
未过保质期的月饼回炉做糕点，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损失。南昌市新建区一个乡镇的超市负责
人表示，他们会将月饼弄碎，论斤卖给周围的农
民，供他们喂猪、养鱼。

专家认为，月饼作为季节性产品，中秋节前
后出现“冰火两重天”的销售情况属正常，出现
存货也是必然。但须警惕不良商家把过期月饼
用作其他食品原材料或低价流向农村地区，对
于剩余月饼的处理需建立有效的处理机制，有
关部门予以监督，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 （新华社南昌9月17日电）

新华社9月17日电 今年第14号
台风“莫兰蒂”给福建省造成严重灾害。
据福建省防汛办最新通报，截至16日21
时，该省因灾死亡18人、失踪11人。

第14号台风“莫兰蒂”是今年以
来登陆我国大陆的最强台风，也是1949
年以来登陆闽南的最强台风，鼎盛时强
度达到17级，近中心气压一度低至883
百帕，刷新世界气象纪录。“莫兰蒂”于15
日凌晨在厦门沿海登陆。据初步统计，
福建省 179.58 万人受灾，倒损房屋
18323间。由于受灾面广，各地发生人
员因灾死亡18人、失踪11人，其中受灾
严重的泉州市死亡9人、失踪8人。

记者17日上午从浙江省防汛防
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4号台
风“莫兰蒂”对浙江造成较为严重损

失。截至9月17日11时，因灾死亡10
人，失踪4人，受灾人口超过150万。

新华社杭州9月17日电（记者黄
筱）“莫兰蒂”刚走，“马勒卡”又接踵而
至。据气象部门消息，17日下午3点
钟左右16号强台风“马勒卡”进入东
海南部海域，将于18日在浙江近海北
上。记者从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
部了解到，“马勒卡”影响时又适逢农
历天文大潮，浙江极可能遭遇“狂风、
暴雨、高潮”三碰头局面。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马勒卡”
影响，18日浙中南部沿海海面有10-
12级大风，浙北沿海海面也有9-11
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有
12-15级大风；17日夜里到18日浙
江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

台风“莫兰蒂”造成闽浙28人死亡、15人失踪

1616号强台风号强台风““马勒卡马勒卡””接踵而至接踵而至

新华社酒泉9月17日电（记者王
婷、陈曦）天宫二号正在太空遨游。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了解到，正是缘于担负发
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多
项技术革新，才确保了天宫二号的顺
利升空。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刘烽告诉记者，这些技术革新大多集
中在产品质量上，比如，火箭助推器捆
绑接头处一个产品器件在别的型号火
箭上出现过问题。为此，设计团队花
了近1年时间跑遍了涉及的生产厂

家，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决定以保护
环境温度的方式确保产品不“掉链
子”。

逃逸塔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设
计的一个亮点。因为，逃逸塔直接关
系到航天员安全，一旦在发射时火箭
检测出故障，航天员可以通过逃逸塔

逃生。
刘烽介绍说，逃逸塔启动的其中

一个情况是：整流罩分离不成功。而
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发生是相当罕见
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启动了逃
逸塔，也很难成功实施逃逸。

通过试验和验证，设计团队增加

了一种在原先逃逸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情况下依然可以实施成功逃逸的设
计。刘烽说，虽然出现这种可能性的
概率极小，但是既然有这种情况存在
的可能性，就要尽一切力量去保证航
天员的生命安全。

事无巨细，安全第一。采访中，一

些细节反映出设计团队对产品质量近
乎“苛刻”的追求：

——火箭内有800多套产品是之
前批量生产的，这些产品全部被退回
原厂，根据新的质量标准进行重新检
验，确保质量过关。

——为考核电气系统的工作稳定
性和可靠性，火箭电气系统的测试次
数和系统加电时间均有所增加。

——将火箭上6万多件紧固件进
行拧紧力矩的统一量化、更换靶场老
旧设备、减少了700多个使用禁（限）
工艺的产品……

长征二号F火箭多项技术革新
确保天宫二号飞天

➡ 9月17日，观众在哈尔滨黑龙江省森林植
物园参观哈尔滨工程大学团队的机器人展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9月17日至23日，2016年全国科
普日活动在全国集中开展，7天内将举行9000多项
科普活动，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1.7亿人次。

全国各地启动全国各地启动
科普日活动科普日活动

⬅ 9月17日，观众在北京中国科技馆排队体
验天宫二号模拟舱。

卖剩的月饼
去哪儿了？

厦门大学校园内，一株大树被台风刮倒压在一辆小轿车上。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