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7日凌晨发
布的声明说，印度“月船2号”探测器
所携带的着陆器当天凌晨尝试在月
球南极软着陆时失去联系。

记者从当天凌晨的直播中看到，
“月船2号”着陆器7日凌晨1时40分
（北京时间4时10分）左右开始尝试着
陆月球并表现正常，但在距离月球表
面2.1公里时，着陆器突然失去了与地
面控制中心的联系。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7日下午详细
还原了这一过程：着陆器是在距月球
2.1公里的高度上开始偏离轨道，而后
着陆器逐渐加速至每秒60米的速度，
并在距离月球表面约335米时彻底失
去联系。专家推测，着陆器最终可能
撞击月球表面，但这一推测仍待证实。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突然失联？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专家认为，最可
能的原因是安装在着陆器一侧的4
个小型转向发动机突然失灵并全部
停止工作，导致着陆器无法保持正常
姿态。专家正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一
关键问题上。

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月船2号”着陆器7日凌晨尝试在月球南极软着陆时突然失去联系。围绕着陆器现状以
及此次任务是否失败等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印度官方仍未给出确切说法。那么，“月船2号”究竟怎么了？新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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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新海港临港生态新城综合规划已编制完成，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2019年9月9日至10月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地址：海
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1房，邮编：570311；（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
联系人：毛红杰，咨询电话：6872439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新海港临港生态新城综合规划公示

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
中心幼儿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横路交汇处，总
用地面积为43789.66平方米，项目中水处理量为100吨/日。主要建
设内容包含：图纸设计方案、中水处理方案、中水处理施工和竣工验
收。现向社会公开引进中水处理单位，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9月11日下午
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联系地址：美兰区美坡路中贤村廉
租房A栋二楼；联系人：陈焕；联系电话：0898-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9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
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
区中心幼儿园项目中水处理的公告

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19年9月19
日上午10点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琼AG9082别克、琼
AJ9732帕萨特、琼A28810金杯等14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竞买保
证金：5000元/辆，70000元/整体。

展示时间：2019年9月11-18日；
展示地点：海口市港澳开发区翠亨路中行库房；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9月18日17:30；
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层。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整体优先；2、成交后按现
状交付车辆，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车辆所有违章年检罚款及
过户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3、竞买人应具备《海南省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4、买受
人须在车辆移交后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9月18日17：30前将
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海 口 龙 珠 支 行 ，账 号 ：
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8976435423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919期）

公众号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15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
开拍卖：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河住房建设项目（一期）资产。

该项目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河南岸的桃源路，项目资产涉
及旅馆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105.09
亩，在建房屋建筑面积23850.24平方米（共32栋64套别墅）。

参考价：人民币27127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1亿元。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0月14日止。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14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1119001040000263，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国

瑞支行）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

续。特别说明：1、过户税费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

担；2、如项目推进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应按照国家政策执行。

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55961、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河住房建设项目（一期）资产拍卖公告（190909期）

供 求

▲本人荣杰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
业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383219元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13078，开
具时间2017年8月20日，特此声
明。

遗 失

典 当

▲张素华遗失下岗证，下岗证号：
4601080019010412，特此声明。
▲东方八所宜欣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07600169502，税务登记证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319790309182303，声明作
废。
▲羊妃姝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300199210180621，特 此 声
明。
▲海南融乐食品有限公司公章破
损，声明作废。
▲黄学豪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3200207253410，特 此 声
明。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新华社新德里9月8日电 （记
者赵旭）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西旺
8日说，该组织已确定了此前失去联
系的印度“月船2号”着陆器的具体
位置，但尚未与其建立通信连接。

西旺当天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
时表示，该组织通过绕月飞行的轨
道器对着陆器的位置进行了定位，
并获得了它的热成像图。不过，尽
管能够确定着陆器的具体位置，现

阶段仍无法掌握其实际运行状态，
且依然无法再次与着陆器建立通
信连接。

消息人士称，“月船2号”团队正
在分析调查相关通信数据和传感器

数据，以找出着陆器通信突然中断的
原因。

在经历多次推迟后，印度第二个
月球探测器“月船2号”今年7月22
日发射升空，8月20日进入月球轨道

开始绕月飞行。9月 2日，“月船2
号”着陆器与轨道器成功分离，开始
朝月球表面飞行。“月船2号”着陆器
7日凌晨尝试在月球南极软着陆时
突然失去联系。

“月船2号”怎么了？

月船2号重达3.8吨，一共搭载14个有效载荷：月球轨道探测器（8个），
着陆器（4个），月球车（2个）。 新华社发

“月船2号”是印度第二个
月球探测器，项目总耗资约1.2
亿美元。该探测器重达3800公
斤，包括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
车3个模块，携带10多个各类研
究装置。

目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
专家正试图获取和确定着陆器
的具体状态。

他们正通过两个途径尝试：
一是通过轨道器携带的相

机拍摄拟着陆附近区域，希望能
够捕捉到着陆器影像；

二是努力恢复和分析着陆
器的飞行记录数据，希望从中
找到答案。

由于着陆器与轨道器的通
信连接是间歇性的，专家只能尽
可能尝试再次建立通信。

如果能够获得着陆器影像，
科学家们将在评估这些照片后，
确定着陆器受到了什么损害，以
及着陆器和月球车在未来工作
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总统取消原定与阿富汗总统及塔利班的秘密会晤

美塔和谈“急刹车”特朗普唱哪出戏？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傍晚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8日分别与阿富汗总统

加尼及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的秘密会晤，叫停美方与塔利班的和谈。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无疑为本已迎来曙光的和谈蒙上浓重阴影，阿富汗和平之路再添波折。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加尼和塔
利班主要领导人原本计划于7日晚
间抵达美国，参加在戴维营的会
晤。“令人遗憾的是，为了增加筹码，
他们（塔利班）承认在喀布尔发动袭
击。这次袭击导致1名美军士兵和
11名其他人员死亡，我立即取消了
会晤并叫停了和平谈判。”

美国国防部此前表示，1名美军
士兵当地时间5日在喀布尔一次爆
炸中身亡。而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制
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特朗普声称，如果塔利班在与
美方的和谈期间都不能同意停火，
那么他们恐怕也没有能力达成一项
有意义的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从特朗普表态
看，塔利班近期的做法激怒了他。
这导致他直接叫停了即将达成协议
的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谈判。

美国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推翻塔利班政权后深陷泥潭，耗费
了大量人力物力，但阿富汗局势持
续动荡，近年来塔利班在阿富汗的
势力更是不断壮大。为尽快从阿
富汗抽身，美国和塔利班代表去年
以来进行了多轮谈判。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
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本月1日

说，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代表日前
在多哈举行的第九轮谈判已结束，
双方即将达成协议。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
言人苏海勒·沙欣7日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说，塔利班与包括哈利勒
扎德在内的美国代表于本月 4 日
至5日举行一场临时谈判，取得积
极进展。而特朗普 8月 29 日也表

示，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近达
成协议”。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周
末叫停谈判实在出人意料，而这对
于美国与塔利班和谈的“杀伤力”
究竟有多大仍需观察。

《纽约时报》评论说，此番特朗普
宣布取消和谈，无疑可能会令哈利勒
扎德过去近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当前，阿富汗局势正处于关键阶
段。美国和塔利班和谈的进展关系
到阿富汗总统选举能否在本月如期
举行。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阿富汗
安全形势可能会更趋复杂。

特朗普宣布叫停和谈后，阿富汗
总统府发表声明称：“阻碍阿富汗实
现和平的是塔利班持续不断发动的

战争与暴力行为。除非塔利班停止
杀戮、接受停火并开启与阿富汗政府
的直接对话，否则阿富汗不可能实现
真正和平。”分析人士强调，取消与塔
利班的和谈将对阿安全形势产生巨
大影响，有可能加剧阿境内冲突，塔
利班以及北约驻阿联军都将加强在
阿境内的军事行动，双方将不得不在

战场上展现出更多武力。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贾瓦德·拉希

米表示，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将令阿局
势朝危险方向发展。他认为，塔利班
有可能会在城市地区发动大规模袭
击，以迫使美国恢复和谈。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7日电 记
者刘晨 刘阳）

“临门一脚”突遭叫停 一年努力付诸东流

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据新华社芝加哥9月7日电 美国芝加哥市7
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芝加哥警方对媒体说，7日早上，在芝加哥西
31街附近，有枪手从车中朝另一辆汽车开枪，造
成被袭汽车中3名男子受伤，其中一人被送往附
近的芒特西奈医院后不治身亡。另两名伤者中，
一人胸部中枪伤势严重，一人情况已经稳定。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起枪击事件，尚未
抓获枪击案嫌疑人。

9月7日，在乌克兰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被
释放人员与亲属团聚。

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交换了一批被扣押人员，
各自释放对方35人。这是2018年11月俄乌刻赤
海峡危机后首次交换被扣押人员。 新华社/路透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一批被扣押人员

印度确定“月船2号”着陆器的具体位置

着陆器为何失联？ 两个途径尝试寻找 任务并非完全失败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认为，尽管没有
最终登陆成功，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月船
2号”任务完全失败。如果将成功标准
和任务分割为几个阶段来看，至今“月船
2号”已完成90%以上的任务目标。

在着陆器损失之后，已经被放置在
预定绕月轨道上的轨道器仍将继续工
作。轨道器搭载的高分辨率光学相机
和多个先进科学仪器，可以为全球科学
界提供相关图像和信息，将丰富人们对
月球演化的了解。

在经历多次推迟后，“月船2号”终
于在今年7月22日发射升空，8月20日
进入月球轨道开始绕月飞行。9月2日，

“月船2号”着陆器与轨道器成功分离，
开始朝月球表面飞行。按计划，“月船2
号”应于7日在月球表面实施软着陆，而
轨道器将继续在目前轨道上绕月飞行。

印度2008年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
测器“月船1号”，获得了大量图像和探
测数据，但原计划运行两年的“月船1
号”在2009年8月失联。

（新华社新德里 9月 8日电 记者
赵旭）

叙军方说

摧毁两架截获一架
反对派武装无人机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7日电（记者汪健）叙
利亚军方7日发表声明说，叙防空系统6日晚在哈
马省摧毁两架、截获一架来袭的反对派武装无人机。

声明说，这些无人机企图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在
当地的据点，这起事件未造成政府军方面人员伤亡。

今年4月底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
装在叙西北部地区的冲突升级。最近，叙政府军
收复哈马省北部和伊德利卜省南部的多个村镇，
其中包括伊德利卜省南部重镇汉谢洪。叙军方8
月30日宣布，同意自8月31日起在伊德利卜省实
施停火，但保留“对恐怖分子任何破坏停火行为”
进行回击的权利。

新研究：

成年肥胖
可能源自幼年基因变异

据新华社伦敦9月7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
和芬兰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与成年人
肥胖风险相关的众多基因变异可能在幼年阶段就
开始显现迹象，这一新发现或许有助找到更好的
预防肥胖方式。

这项研究成果显示，尽管与婴儿阶段身体质量
指数相关的一组独特基因变异对日后的体重变化影
响很小，但部分与成年后身体质量指数有关的基因
变异却在幼儿阶段（4岁至7岁）就开始发挥作用。

科研人员说，有近100个基因变异会在一个
人成年后增加肥胖风险，而这些变异似乎在大约
4岁的阶段就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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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政府要求
塔利班停火
并与其直接对话

9月8日，在阿富汗喀布尔，
阿富汗总统府发言人西迪克·西
迪基出席新闻发布会。

阿富汗总统府8日发表声
明说，只有塔利班接受停火并与
阿政府直接对话，和平才能实
现。在阿总统府的声明发表前
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
与塔利班的和谈。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
多个哈马斯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8日电 （记者陈文
仙 尚昊）以色列国防军7日深夜发表声明说，当
晚以军战机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多个军事目标。

声明说，当日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哈马斯位
于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的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
当日来自加沙地带的一次武装无人机袭击。

7日早些时候，一架武装无人机从加沙地带
起飞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向一辆以军车辆投掷了
一个爆炸装置。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这是加沙
武装人员首次针对以军目标发射携带爆炸装置的
无人机。截至目前，以巴双方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