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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来了？宇宙深处传来“神秘信号”
《自然》杂志网站和探测到信号的实验团队都没提到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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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宇宙中
“神秘信号”的消息近日刷
屏， 许多人将其与外星人
联系起来， 但无论是贴出
论文的英国《自然》杂志网
站， 还是探测到信号的加
拿大实验团队， 都没有提
到外星人。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1月9日贴出两篇论文，它
们来自“加拿大氢强度测
绘实验（CHIME）”团队，
其中一篇论文说该团队探
测到13个“快速射电暴”，
第二篇论文则重点介绍了
其 中 一 个 代 号 为 FRB�
180814.J0422+73的重复
快速射电暴， 这就是引发
热议的“神秘信号”。

快速射电暴指宇宙中
突然出现的无线电波短暂
且猛烈释放的现象， 持续
时间通常只有几毫秒，却
能释放出巨大能量。 这次
“神秘信号”之所以引发关
注， 因为它具有重复的特
征，研究人员探测到6次重
复信号， 并且似乎源于同
一位置。 天文学家还不清
楚其发生机制， 这给它蒙
上了神秘面纱， 许多人因

此联想到外星人。
这并不是首次发现重

复快速射电暴。《自然》网
站显示，与“神秘信号”有
关的那篇论文标题是《第
二个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源
头》。此前科学界就曾首次
发 现 一 个 代 号 为 FRB�
121102的重复快速射电
暴， 但当时并未引起这般
轰动。

《自然》网站上的相关
介绍中没有提到外星人。
其实，《自然》 在贴出这两
篇论文时特别说明， 论文
尚未走完发表流程， 只是
预先贴出来供人们阅读。
两篇论文提前面世， 可能
与研究团队9日在美国天
文学会年会上介绍了相关
发现并随之引发热议有
关。

研究团队在相关声明
中也没有提到外星人。声
明说， 快速射电暴的源头
可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天
体， 比如可能与超新星爆
发和黑洞有关。 他们希望
今后能有更多设备用于探
测快速射电暴， 获得更多
数据。

美国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亚
伯拉罕·勒布10日接受采访时说，
天文学家已经探测到60多次快速
射电暴， 但此前只探测到一次重
复的快速射电暴。 在宇宙可观测
的范围里， 几乎每秒会有一次快
速射电暴， 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
解答它们的详细机制究竟是什
么。

对于人们关注的重复出现的
快速射电暴，勒布说，快速射电暴
大多不会重复， 也不可预测。“我
们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 重复发出的快速射电暴与其
他快速射电暴在本质、 距离等方
面有什么区别。”

勒布表示， 希望能找到重复
发射快速射电暴的“主引擎”，如
果能确定是什么引发了这种现
象， 探索其中是否含有源自外星
文明的无线电波， 将可能产生令
人兴奋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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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丽萍遗失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381200375,声明作废。

◆许秋芬（长沙学院 2014届法管
系法学专业学生）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4110772033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挥记商行遗
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18 年 3 月 13 日核发 92430811
MA4PE8HL51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金玲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3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054867，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有关规定，现将湖南省邵阳
白仓至新宁公路、G60 醴陵至娄
底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的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一、《湖南省邵阳白仓至新宁公
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G60 醴陵至娄底高速公
路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 电子版网络链接：
http://www.hnjtgh.com/channel/
2/index.html。 如需查阅纸质版，
请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
蓉中路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10 楼 1007房间。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拟建
工程周围村庄村民、相关部门代表
三、 公众意见表的电子版链接：
http://www.hnjtgh.com/channel/
2/index.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公众
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
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规划办公室
联系人：柳女士
电话：0731-84768683
2、环评单位：中路高科交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电话：010-82085622-414
电子邮箱：56252976@qq.com

湖南省邵阳白仓至新宁公路、G60
醴陵至娄底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星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00MA4PHKN43E)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石牛寨镇黄金海岸大酒
店遗失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626600340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齐创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7 年 8 月 3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11338442068E，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桂东县地方税务局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桂东县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5641000014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伟创食品商行遗失由
慈利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 年 5 月 29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821600076014，声明作废。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20 万吨肥料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
也已完成，现向公众公开全文，
并征求意见与建议。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前往华绿公司官
方网站下载并阅读“征求意见
稿” 全文本电子版， 网址为
http://www.hnhlswkj.com
/news_detail/newsId=31.
html，此网页中已提供全文本
下载链接。 公众如欲查阅全文
本纸质版，可前往湖南华绿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湘潭县杨嘉桥镇华东村，联系
电话 58252618)。
(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所及范围 (拟
建厂址为中心、半径约 2.5km)
内的公众、团体及社会组织；
域外公众亦可提出意见。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前往 http://www.hnhlswkj.
com/news_detail/newsId=31.
html，该页面上公众意见表下
载链接。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以电子或纸版方式填写
公众意见表后，可以电子邮件
或纸质信函方式提交。 电子邮
箱 ：xthlsw@163.com 收 信 地
址：湘潭县杨嘉桥镇峡山口华
东村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办公室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1月 10-23 日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20 万吨肥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王嘉馨（父亲:王义华、单亲)遗
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531181，声明作废。

◆李紫涵（母亲：黄青，父亲：李瑞
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48434，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福心家缘销售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决定
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进军，
电话：13687390101

遗失声明
平江县福心家缘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8 月
7 日核发注册号 43062600002
3574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李朝媛（父亲:李文发，母亲:曾
丽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265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盈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8 年 4 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1-2，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4582786639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龙鼎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望云，电话 15399939898

遗失声明
湖南骨仁堂自然医学有限公司
（税号：91430202320574089C）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
0173320，号码 016639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金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劲
电话：15974377111

注销公告
湘潭宏远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 2018年 1 月 9 日决
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卫平,
联系电话：1348154902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金朋电线电缆销
售部遗失长沙银行电广支行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217
00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巨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MA4L9LXN82）
遗失已填开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3 份， 代码 043001800104，号
码 51426430-5142643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鹏盛三化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单海燕，电话：13397677117

注销公告
长沙优创美萍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杨涛，电话 18573199868

遗失声明
吉首市欣艺理发店遗失吉首市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5年 10月 26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600200
52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海纳川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
华文，电话 18874984571

注销公告
岳阳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明阳，电话 13873051842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芙
蓉中路二段华菱大厦 17 楼
联系人：周晓慧
联系电话：15897339968
湖南新华联长株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调子高酒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黄静 电话：1517313368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凝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邓江华，电话:13787308192

遗失声明
长沙哲华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MA4L67KJ
80）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4300163320，号码 161488
66；号码（已作废）16148862、
161488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马龙双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曹志伟，电话 15874397499

注销公告
湖南舜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胜九，电话 17774650666

遗失声明
北京中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 发票代码 4300174320，
号码 1834409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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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9 年 1月 7日，长沙市烟

草 专 卖 局 联 合 铁 路 公 安 对
G1312 次列车 3 号车厢进行检
查，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
黄鹤楼（硬珍品）、黄鹤楼（硬红）
2 个品种共计 220 条，我局依法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
存通知书号码：0003299）。

2019 年 1月 8日，长沙市烟
草 专 卖 局 联 合 铁 路 公 安 对
G1312 次列车 6 号车厢进行检
查，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
黄鹤楼（6901028186087）、黄鹤
楼（6901028178617）、黄鹤楼（69
01028181068）、芙蓉王（6901028
197953）4 个品种共计 136条，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3300）。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
动东路 359 号， 联系电话 ：
18173196896）接受调查处理。若
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 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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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
的市州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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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法解答
快速射电暴的详细机制

美国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国
防官员1月11日向法新社记者证实，
美军已经从叙利亚撤出一些装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率先
报道这一消息，消息源是一名直接掌
握撤军情况的官员。报道说，这标志
着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那名官员没有说明已经撤出哪
些军事装备，由哪种交通工具运出叙
利亚，从哪个地区撤出。有线电视新
闻网推断，这批美军装备可能从叙利

亚北部地区撤出。
一名同样不愿意公开姓名的美

国国防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我可
以证实有军事装备从叙利亚撤出。出
于安全考虑， 现在不会提供更多细
节。”

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在叙美军
回撤事宜，先前承诺将为撤军提供舰
船、飞机。

暂时没有美国在叙军事人员回
撤的报道。 ■据新华社

美军从叙利亚撤出部分装备

图片·新闻

1月10日，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游客在美墨边境墙边交谈。在墨西
哥边境城市蒂华纳的海岸边，一堵数米高的边境隔离墙从海水中竖起，向东
延伸，不见尽头。这里便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起点。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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