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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广告

招标公告
海南鑫源温泉大酒店拟对酒店客房整

体重新装修，现公开招标客房装修装饰设计
方案，特邀请具有相关业绩、经验的单位参
加设计，有意参加投标的单位于2018年3
月20日前与酒店工程部经理联系。

联系电话:陈经理 18976576100
海南鑫源温泉大酒店
2018年3月13日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23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定于2018年3月23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涉案财物：

一、进口蟒蛇皮 9396张、蟒蛇皮边角料 0.5千克、自产蟒蛇皮
16900张、蟒蛇皮革3262张。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

二、笔记本电脑1台、洗脸仪1件、防晕器10个、通讯配件6件、
空气抽湿机2台、铁架12件。竞买保证金5000元。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拍卖的涉案财物；2、本次拍
卖的标的物按现状拍卖和交付，标的物的数量、质量、情况等问题由

竞买人自行确认，竞买人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查询，委托人及拍卖人不
承担标的瑕疵担保责任。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3月20、21日。（请提前联系预约，并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备案）

标的展示地点：海口海关私货仓库。
上述标的第一项按整体拍卖，第二项整体拍卖优先。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8年3 月22日下午16：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公楼第七层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
联系人：吴先生
海口海关监督电话：68516382

陈峰：
本人与你方于2017年8月18日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你方须于每月28号提供财务报表给本人并及时与本人结算当月分
成，于本月30日前将本月提成结算给本人。你方逾期超过15日未支
付当月分成（包括补足保底分红）的，本人除有权解除本协议外，有权
向你方追索实际占用场地期间的费用，有权没收你方所缴纳的保证
金,有权按协议要求你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自双方合作以来，你方
从未给本人提供过任何财务报表，且自2018年1月至今，你方未向本
人支付任何分红款。你方的有关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协议的多项
条款约定，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犯了本人的合法权益。

鉴于上述原因，本人决定自本人函告之日起，解除与陈峰先生于
2017年8月1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并限陈峰先生自本人函告之日
起7天内将场地上的自有可移动物品自行清理，逾期本人将强制清
理，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陈峰先生承担，同时本人保留追究
陈峰先生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戴青树 2018年3月13日

解除合同并限期清场通知书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项目九期规划变更公示启事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薛村，其第九期项
目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经批建并核发规划许可证（编号：
460100201500146），批建5幢地上21-31层，地下1层的产权式酒店，
总建筑面积为120202.28平方米。按照市消防部门的图审要求,建设单
位对项目单体建筑局部平面、停车位设置等内容进行调整。经审核，调
整后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规划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3
月15日至3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 3月 15日

受资产公司委托，定于2018年3月22日下午3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拟对海南首利集团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内容如下：
一、债权情况：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0322期）

二、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2栋20B号房；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8年3

月22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四、收取保证金时间：2018年3月22日12:00前；以款到账为准；

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100001040001981；

五、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六、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务人名称
海南首利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振东物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汇州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中院（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120-4
号裁定书抵债土地118亩使用权益
海南超凡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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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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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情况
债务人名下部分房产
位于东方洋滨景花园24号别墅
帝豪大厦一套97.43平方米房产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美兰墟证号为琼山籍国用（2002）字第09-
0057号土地使用权益
位于狮子岭工业区土地及厂房
海口市南航路5号6套房产6 30

新华社伦敦3月14日电（记者张
家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14日凌晨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享
年 76 岁。这一天恰逢爱因斯坦诞
辰。这颗星辰，回到了“自己的宇宙”。

“我们非常伤心，我们敬爱的父亲
今天去世了，”霍金的子女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工作和遗产将继
续流传于世……他的勇气与坚持、才
华和幽默，激励了全世界的人。”

霍金生前执教的英国剑桥大学在
网站刊文写道：“来自剑桥大学的朋友
和同事们向斯蒂芬·霍金教授致敬……
他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头脑

之一，其学术贡献、著述、电视节目、讲
座和传记电影让他被全世界所熟知。”

霍金1942年 1月 8日生于英国
牛津，生前任剑桥大学教授，并曾担任
过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习教授。他的
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提出
过黑洞研究相关的“霍金辐射”，撰写
过全球畅销书《时间简史》。该书自
1988年首版以来，已被翻译成数十种
文字，销售量超过千万。

然而，天才的大脑却搭配了虚弱
的病体。21岁那年，霍金被诊断患有
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医生告知
他可能最多再活两年。疾病最终让他
几乎全身瘫痪，说话只能靠特制的声

音合成装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科
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霍金曾有过两次婚姻，育有3名
子女。他曾在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中
说：“因为每一天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
天，我渴望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尽管遭受病痛困
扰，霍金晚年
还持续关
注 当
代

科学的热点问题，并与中国科学界积
极交流。1985年以来他曾多次访华，
并预言，中国有望领导世界科学发
展。2016年4月12日，霍金开通微博
并向中国网友问好，短短一天，他微博
的粉丝就已突破200万。

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14日就

英国著名物
理学家

霍金
逝

世答问时说，霍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
科学家，也是一位与疾病顽强斗争的
科学斗士，他本人和他作出的贡献将
被永远铭记。

他说，霍金先生生前曾三次来华，中
国领导人曾会见他，中国科学家和科学
爱好者们也同他进行过愉快的交流。霍
金先生关心中国的发展建设，对中国的
科技进步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也十分
喜爱中国文化，曾十分坚持并最终在助
手的帮助下实现了登上长城的愿望。

“我们对霍金先生不幸去世表示
哀悼和惋惜，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霍金先生和他作出的贡献将被永远铭
记。”陆慷说。

霍金和他的

霍金坦承人工智能的初步发展已
证明了其有用性，但他担心这类技术
最终会发展出与人类智慧相当甚至超
越人类的机器。“到时它（机器）将可能
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
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与
其竞争，最终被超越。”

2014年，霍金曾与另外几位科学
家为英国《独立报》撰文，称人们目前对
待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不够认真”。

“短期来看，人工智能产生何种影响取
决于谁在控制它。而长期来看，这种影
响将取决于我们还能否控制它。”如何
趋利避害是所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也有科学家认为，霍金对人
工智能的未来过于悲观。他们指出，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会完全
掌控这类技术的发展，利用它来解决
许多现实问题，而要让人工智能技术
得到“充分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霍金2008年曾在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大胆预言，假如人类的历程再
走100万年，“人类的足迹必将进入那
些从未涉足过的宇宙空间”。他说，新
世界的发现对旧世界产生了深远影
响，“否则我们就不会见到现在满世界
的麦当劳和肯德基了”。

霍金说，人类向外太空扩展将带
来比发现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更巨
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人类未来。他认
为，人类将在30年内在月球上建立基
地，以开展长期的宇宙探索活动；在
200年至500年内，人类将发明新的
推进系统，让在太阳系外的宇宙空间
开展载人探索变得可能。

“请（对宇宙）充满好奇，”他说，
“我们必须为了人类继续走向太空。
如果不逃离我们脆弱的星球，我们将
无法再生存1000年。”

霍金说自己时常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孤单的吗？”
“答案很可能是‘不’。”

这位身体无力却思想飞扬的科学
家说，如果外星生命有足够智慧，以至
于能向太空中发送信号，那么他们肯
定也聪明到了可以制造破坏性核武器
的地步了。他本人倾向于这样一种假
设——宇宙间的原始生命是非常普遍
的，但是智能生命却相当罕见。

1974年，霍金提出了著名的“霍
金辐射”学说，该学说是霍金对天体物
理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霍金在该学说中指出，黑洞在特定
条件下会放射出一种微小的放射物，最
后所有的黑洞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
地蒸发掉。但是根据量子力学所描述
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黑洞及被其

“吞噬”掉的物质是不会简单消失的。
30多年来，霍金试图以各种推测

来解释这些相矛盾的观点。他还曾提
出，黑洞中有关量子力学的规律是不
同的。但是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
同事和其他国家科学家的质疑。

霍金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在
2004年柏林的一次会上提出，一些被
黑洞吞没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
慢地从黑洞中“流淌”出来。也就是
说，黑洞既“破坏”也“建设”。

2006年霍金曾表示，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无法解释宇宙如何由
大爆炸形成，如果把广义相对论和
量子论相结合，就有可能解释宇宙
是如何起始的，“这是回答我们为何
在此，我们从何而来的宇宙学核心
问题”。

他和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一
起证明了奇点定理，认为宇宙起源
于一个时间和空间消失、物质密度
无限大的奇点。

在霍金想象中，宇宙起源有点
像沸腾水中的“泡泡”。他认为，宇
宙的开端，可能出现了许多“小泡
泡”，然后再消失。“泡泡”膨胀的同
时，会伴随着微观尺度的坍缩。一
些坍缩的“泡泡”，由于不能维持足
够长的时间，来不及发展出星系和
恒星，更不用说智慧生命了。但一
些“小泡泡”膨胀到一定尺度，就可
以安全地逃离坍缩，继续以不断增
大的速率膨胀，形成了我们今天看
到的宇宙。

“我们已经观察到，宇宙的膨胀
在长期变缓后再次加速，现有理论
仍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宇宙
学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学科。我
们正接近回答古老的问题：我们为
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他说。

作为全球知名科学
家，霍金非常活跃，轮椅
和身体疾病并不能限制
他思维的翱翔。他的言
论，有时超出了其主要
研究的领域，引发广泛
探讨。但不论人们认同
或是反对，都承认其观
点有创新性。

我们来自哪里，去
向何方？霍金的思考总
能让人们再次仰望星
空，让思绪投向遥远的
宇宙与未来。

预言预言那些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14 日去
世，人们纷纷感到惋惜。就像伽利
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人那样，霍金被
认为是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
代言人。那么，霍金自己愿与历史上
哪位科学家相比呢？记者曾有幸获
得他的答案。

霍金与上述几位科学巨匠的人生
确实有些时间上的巧合：霍金生于
1942 年 1 月 8 日，而伽利略去世的日
子是 1642 年 1 月 8 日；霍金 3 月 14 日
去世，而18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
的生日。在科学史上，类似巧合常为
人津津乐道，比如牛顿在伽利略去世
后一年内出生。

霍金自己最希望与哪位前辈产
生关联呢？2011年，记者常驻英国时
曾与霍金联系过专访，后虽因故取
消，但还是通过霍金当时的助手朱迪
丝·克罗斯德尔女士获得了一段霍金
的文字答复，以及用机器合成的他独
特声音的音频。

“我出生在1942年1月8日，基本
是牛顿出生的 300 年后，我在自娱自
乐的时候，会将自己的事业与他 300
年前的事业相比。”霍金在给记者的邮
件回复中说。

霍金说，他在有些方面走在牛顿
前面，比如1959年17岁时就上了牛津
大学，而牛顿1661年比他大了近两岁
才上剑桥大学。霍金毕业也更早，在
20岁，而牛顿22岁才毕业。霍金在23
岁时成为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
院的“院士”，这是一个学院中给研究
人员的高等职务，而牛顿在24岁才成
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士”。

“但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牛顿都
走在我前面。”比如两人都担任过剑桥
大学尊崇的“卢卡斯数学教授”一职，
牛顿是在1669年26岁的时候，而霍金
到1979年37岁时才当上。

霍金还点评了牛顿在其他方面的
一些经历。他说，牛顿在1689年代表剑
桥大学进入英国议会，但“唯一的贡献
就是抱怨一项法案，还有要求关上窗
户”，“我很高兴我没有试图成为议员”。

虽然霍金对牛顿在宗教方面以及
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期间的一些
行为似乎有些看法，但他还是非常崇
敬这位科学前辈，他引用了英国诗人
亚历山大·波普的诗句：“自然和自然
界的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
牛顿来吧！于是一切变得光明。”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黄堃）

“我愿——
与牛顿相比”

宇宙起源 黑洞理论 人类未来 人工智能

3月14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统施泰因迈
尔（右）向默克尔颁发委任书。

安格拉·默克尔14日在德国联邦议院投票中
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默克尔1954年7月生于
德国汉堡市，物理学博士。她2005年11月当选
德国总理，2009年10月连任，2013年12月第三
次连任。 新华社/法新

默克尔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

新华社华盛顿3月1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13日表示，美国赞同英国立场，认为俄罗斯需
对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做出解释。白宫当天发布
声明说，特朗普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电话时表
示，他同意梅的看法，认为俄方需就致使俄前特工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中毒”的药剂如何
能在英国被使用提供“毫不含混的答案”。

俄总统普京12日首次对此事回应说，希望英
方搞清事实后再和俄方对话。

就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特朗普支持英向俄要“说法”

英国宣布将驱逐23名俄外交官

百余平民撤离叙利亚东古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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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首尔3月14日电（记者耿学鹏 陆
睿）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因涉嫌贪腐和滥用职权等
罪名于14日首次接受检方讯问，他向公众致歉但
否认所涉罪名。

韩国检方通报说，李明博以嫌疑人身份接受
检方调查，在上午的讯问中否认所涉罪名，称自己
与涉案企业及有疑问的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李明博面临检方近20项罪名指控，包括受贿、
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违反选举法等。这
其中焦点案件之一是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DAS案。

因涉嫌贪腐和滥用职权等

韩前总统李明博接受检方讯问

自己的宇宙自己的宇宙这颗星辰，回到了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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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参加
活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3月13日，撤离的叙利亚儿童在首都大马士
革东古塔地区北部菲丁通道附近的一处临时安置
点等待。根据俄罗斯军方和叙反政府武装达成的
协议，146名平民当天从位于首都大马士革东郊
的东古塔地区撤离。 新华社发

3月14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前）在议会下院宣读声明。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表示，英国已决定采
取包括驱逐23名外交官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以报复
俄罗斯涉嫌在英国暗杀其前特工。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