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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0 日电
（记 者 周 舟）“ 事 件 视 界 望 远 镜
（EHT）”项目主任谢泼德·杜勒曼 10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
更好地拍摄黑洞，他们计划在地面望
远镜基础上加入太空望远镜，并已开
始和中国方面讨论展开合作。

由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的“事
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团队当天在全球
多地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类
拍摄到的首张黑洞照片。给黑洞拍照
的“事件视界望远镜”是一台口径相当
于地球直径的虚拟望远镜，由分布在
世界多地的地面望远镜组成。

杜勒曼说，现在给黑洞拍照需要
等待地球旋转到合适的位置，如果有
一台围绕地球旋转的太空望远镜，就
可以迅速将虚拟望远镜中的“留白”补
齐。在他看来，中国可以成为“宝贵
的”合作伙伴，最终“让天线伸到太空
中去”。

杜勒曼表示，尽管目前这还是个
探索性项目，但“相信中国会与我们合
作”，创造令人激动的未来。

2018年，中国首颗硬X射线调制
望远镜卫星“慧眼”正式交付使用，迄

今已多次参加国际空间和地面望远镜
联测。中国还在推动增强型X射线时
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项目，开
发“慧眼”的继任者。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天体物理
学教授塞拉·马尔科夫在发布会结
束后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希望在太
空中使用 X 射线探测黑洞，中国发
起的 X 射线望远镜项目非常重要，

“我所在的机构正在参与 eXTP 项
目，新观测将带来新的理论模型，从
而更好解释今天获得的有关黑洞的
数据”。

人类获得首张黑洞照片离不开全
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包括中国科
学院上海天文台在内的一些中国机构
也参与其中。

杜勒曼说，中国深度参与了位于
美国夏威夷的东亚JCMT望远镜对黑
洞的观测，并在开发算法、解析图像、
改进冲洗技术和黑洞理论研究方面做
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主任杜勒曼表示

EHT期待与中国合作拍摄黑洞

4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主任谢泼德·杜勒
曼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刘 杰 摄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4月10日
为哥本哈根动物园熊猫馆揭幕。这一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熊猫馆，已
于1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上图：4 月 10 日在丹麦哥本哈根
动物园熊猫馆拍摄的大熊猫“星二”。

下图：4月10日拍摄的丹麦哥本哈
根动物园熊猫馆。

新华社记者 郭 晨 摄

丹麦女王揭幕 哥本哈根动物园熊猫馆开放
据新华社迪拜4月10日电（记

者苏小坡）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
宣传发布会1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城市迪拜举行，这是中国首次在海外
发布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方案。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在发布会
上致辞说，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设
计方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创
新精神的融合。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
集中展示中国在科技和信息通讯领域
的创新成果，并积极宣介“一带一路”
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会上，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
进部世博事务处处长阮炜介绍了中国
馆参展筹备情况和设计方案。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 4636 平方
米的超大自建馆形式亮相，成为参展
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馆建筑名
为“华夏之光”，外观取型中国传统灯
笼，寓意希望和光明。

2020世博会中国馆
设计方案亮相迪拜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4月10日
电（记者和苗） 瑞典中国商会 10 日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 2019 年
年会，探讨如何深化中国和瑞典两国
经贸合作。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瑞典贸易
投资委员会会长于尔娃·贝里以及数十
名中瑞企业代表参加了当天的会议。

桂从友表示，过去30余年来，中国
在瑞典企业已成为双边经贸等领域务实
合作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
的瑞典产品需求越来越大。他希望中瑞
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为扩大、深化双
边经贸投资等务实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瑞典中国商会助推
中瑞双边经贸合作

据新华社哈瓦那4月10日电
（记者朱婉君）古巴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10
日说，美国持续破坏古美双边关
系，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
但古巴不畏惧美国侵略行为，不会
放弃任何原则。

劳尔·卡斯特罗在当天举行的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
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美国行事越来越具侵略性，不断破
坏双边关系。古方已通过外交手

段和公开渠道告知美国政府，古巴
不畏惧美国威胁，将坚定走社会主
义道路，不受外国干涉捍卫国家未
来、维护和平事业。

劳尔·卡斯特罗说，由于美国
政府近期对古巴采取的经济、政
治行动和其他外部因素，古巴目
前面临复杂经济形势。他要求
古巴人民加倍努力增加国内生
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并做好准备

“面对未来几个月内可能恶化的
形势”。

劳尔·卡斯特罗说
美国持续破坏古美双边关系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10 日发布最新数据，在完成对超
过97%选票的计票后，现任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所属利库德集团
和其他右翼政党领先。

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
蓝白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
本尼·甘茨10日晚承认“败选”。

内塔尼亚胡和美国白宫当天
确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
内塔尼亚胡致电“祝贺”。

媒体认定，特朗普为内塔尼亚
胡选举“间接站台”，包括选举前仅

两周左右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
国，在白宫高调宣布承认以色列对
争议地区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推
特”说，特朗普在飞往得克萨斯州
途中从专机“空军一号”打来电
话。他对特朗普“给予以色列巨大
支持表达谢意”。

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多次提
及美国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并搬迁美国驻以色列使馆，
显示特朗普“力挺”。

据新华社专特稿

内塔尼亚胡主要竞选对手认败

4月11日，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库奇比哈尔，选民在投票站排队等待
投票。当地时间11日上午7时，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第一阶段投票
正式开始。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程，本次大选将从4月11日至5
月19日分七个阶段进行。选举结果将于5月23日公布。其中第一阶段投
票覆盖马哈拉施特拉邦、特伦甘纳邦、西孟加拉邦、安德拉邦等多个地区，
将在17万个投票站同时进行，约有1.42亿选民参加此轮投票。 新华社发

印度大选第一阶段开始投票

反映中国脱贫成就的40余幅照片10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展
出。图为4月10日，观众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观看图片展。

新华社记者 张 铖 摄

中国脱贫成就展亮相欧洲议会

新华社柏林4月10日电（记
者张远 任珂） 德国内政部 10 日
发表声明说，德国警方当天在全国
搜查涉嫌从事极端活动人员的住
所，对“安萨尔国际”和“全球抵抗
者援助”等多个组织人员活动展开
调查。

声明说，警方搜查了柏林、巴
登-符腾堡、北莱茵-威斯特伐利
亚、黑森、汉堡等9个联邦州的大约
90处住所，以打击极端活动网络。

警方本次搜查对象包括“安萨

尔国际”与“全球抵抗者援助”等组
织。内政部援引的情报机构报告显
示，“安萨尔国际”据信与极端人员有

“紧密合作”，曾参与索马里、缅甸等
地活动。“全球抵抗者援助”声称捐
助，实质上则涉嫌向政府认定的一些
极端组织提供“宣传与经济支持”。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
尔当天表示，一些组织打着人道主
义援助旗号，暗中资助极端组织，
违背了援助中应秉持的政治中立
原则，也违反德国法律。

德国警方搜查涉极端活动组织

韩国首都首尔市钟路区政府
10 日证实，已经撤销向日本方面
发放的大使馆重新建设许可，缘由
是日方没有在有效期内动工。

日本驻韩使馆 2015 年 3 月获
得建设许可，同年拆除原有老旧建
筑，使馆人员搬至另一处建筑内办
公。韩联社报道，日方打算在原址
新建一幢地上6层、地下3层的大
楼，预期 2020 年完工。不过，4 年
过去，新使馆建设迟迟没有开工。

韩国地方建筑法规定，应在获

得许可一年内开始施工，遇特殊情
况可申请延期。如果不申请延期，
许可在两年后撤销。日方2017年
3月申请延长建筑许可期限2年，
今年3月到期前没有再次申请。

那名钟路区政府官员说，重新
申请并获得建筑许可后，日方可以
随时开始施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0
日在记者会上说，政府正在“重新审
视和调整”使馆建设计划，“具体细
节不方便披露”。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撤销日本大使馆建设许可

别浪费时间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当地时间 11 日凌晨 2 时 15 分向媒体
记者宣布上述消息。他说今后的“行
动轨迹将全由英国掌握”，即英国可选
择批准“脱欧”协议、重新考虑“脱欧”
策略或“完全取消‘脱欧’”。

图斯克最后向“英国朋友”喊话，说
延期像他预期得那样灵活，只是时间稍
短，“但依然足够找到可能达成的最佳
解决方案。请千万别浪费这段时间”。

据欧盟发布的同意英国延期“脱
欧”声明，如果欧英双方提前批准“脱
欧”协议，英国定于协议获批后次月第
一天“脱欧”；如果英国在5月23日至
26 日欧洲议会选举期间依然是欧盟
成员，且5月22日以前仍没有批准“脱
欧”协议，则必须依据欧盟法律参加欧
洲议会选举，否则须在今年6月1日以
前“脱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时45分告
诉媒体记者，如果英国议会能在 5 月

前三周内批准“脱欧”协议，英国不必
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未牺牲权限

欧盟除英国以外的 27 国领导人
经数小时闭门会商达成一致，给予英
国的延长期比特雷莎·梅申请的两个
多月长，比图斯克提议的至多1年短。

允许英国延期“脱欧”的条件比媒
体先前披露的宽容不少。特雷莎·梅
说，在“脱欧”协议获批前，英国“将继
续享有成员国全部权益、全面履行义
务”。欧盟领导人只会在今年6月20
日至 21 日的常规峰会期间评估“脱
欧”进展。

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欧盟27国
领导人就延长期限久争不下。与欧盟
首度同意“脱欧”延期时类似，法国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扮演“坏警
察”。他认定给予英国9个月至1年延
期过长，对欧盟和英国均不利。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扮演“好
警察”。她在闭门会商中与其他领导

人一道反对马克龙主张，认定延期较
长时间更有益处。

须闯国内关

这是欧英 3 周内第二次就延期
“脱欧”达成一致，意味着英国再次在
“悬崖边缘”避免“无协议脱欧”。

但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延期对英
国何时、如何甚至会否“脱欧”提供的

“明确性甚少”。特雷莎·梅依然需要
尽力获取支持，争取先前已三度遭否
决的“脱欧”协议在英议会获得通过。

特雷莎·梅 11 日凌晨承认面临
“艰难抉择和清晰时间表”，呼吁“大家
加速努力，为国家利益就协议达成共
识”。她定于当天晚些时候向议会下
院发表讲话。保守党官员随后将重启
与最大反对党工党磋商，寻求打破“脱
欧”僵局。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工党主张以
较软方式“脱欧”，受到不少欧盟人士
欢迎，但保守党内强硬“疑欧”派不希
望首相向工党过多妥协，双方磋商进
展缓慢。

海 洋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一拖再拖 英国“脱欧”又拖半年
核心
提示

欧洲联盟布鲁塞尔紧急峰会从10日傍晚开
到11日凌晨，各方终于就英国脱离欧盟新期限和
条件达成妥协。

欧英双方同意延期“脱欧”最多6个月至今年
10月31日。“弹性延期”允许英国视“脱欧”协议获批情况提
前离开，但英国仍有可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延长期内英国
的欧盟成员国权益不受限制。

4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前）在欧盟紧急峰会后
准备离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