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鮮20日上午10時許通過板門店向韓國統一部
發電，提議於26日舉行政府間會談。對此，

韓方隨後答覆表示同意。韓國政府官員表示，韓國
近兩個月來不斷呼籲朝方回應韓方的對話提議，現
在朝方回應提議令人感到欣慰。
韓國統一部在20日的簡報會上表示：「本次實

務接觸，韓方將由統一部的韓朝會談本部長等三人
參加，朝方則由祖平統書記局部長三人出線，雙方
將討論當局會談的形式、舉行時間及地點。」《聯
合早報》報道，專家預測，韓朝可能在26日舉行的
預備會談中，圍繞接下來政府當局會談的對話議
題、韓朝代表級別、會談時間等問題展開心理戰。

韓朝關係或有轉機
世宗研究所統一戰略研究室長鄭成長說：「如

果雙方又像2013年6月同樣，在會談代表團團長的
級別問題上爭持不下，難以期待韓朝關係改善。最
近朝鮮主管統一戰線的高級官員金養健代替身體狀
況惡化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分管國際事務的書記姜
錫柱的工作，朝鮮是否派金養健和韓國統一部長舉
行會談備受關注。」
8月25日韓朝舉行高級別對話達成協議後，韓

國統一部曾三次向朝方提議舉行韓朝政府間預備會
談。但朝方曾回應稱，韓方統一部人員在空飄反朝
傳單、討論制訂朝鮮人權法、散布朝鮮挑釁說法等
問題上帶頭煽動韓朝對抗，懷疑韓方缺乏誠意，一
直對韓方提議持消極態度。
《首爾經濟》分析稱，朝鮮突然在對外關係方面

變得積極主動，可能和2016年5月將舉行的第七次
全國代表大會有關。這是朝鮮時隔36年後再次召開
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也是對內外正式宣布朝鮮真正
開始「金正恩時代」。韓國慶南大學教授林乙出認
為，朝鮮可能感到在全國代表大會前，對外關係和
經濟方面都急需取得成效。

朝鮮20日突然向韓國提議，
26日在板門店朝方一側的統

一閣舉行韓朝政府間會談的預備會談。韓
國政府已經決定接受朝鮮的對話提議，雙
方就舉行預備會談達成一致。韓國輿論期
待，此次會談將給陷入僵局的韓朝關係帶
來轉機。

本報訊

俄羅斯自然資源和環境部長謝爾
蓋．東斯科伊20日透露，該國將於
2016年2月向聯合國機構正式申請擴大
俄屬北冰洋沿岸大陸架外部邊界。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下屬的北極和

南極委員會、國家北極發展委員會20
日召開會議。會議期間，東斯科伊表
示，2016年2月他將親赴聯合國遞交申

請並進行相關陳述。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馬特維延

科表示，北極航線將會成為世界最繁
忙的通航路線之一，預計至2020年該
航線貨物運輸量將增加15倍。俄羅斯
將通過立法，提高北極航線的吸引力。
副總理羅戈津表示，北極地區集

中了俄羅斯80%的油氣產地，這一地

區將會成為該國最有前景的地區。
塔斯社報道，俄羅斯準備申請將

俄屬北冰洋沿岸大陸架面積擴大100多
萬平方公里。
該國在申請材料中說，申請擴大

的面積並非國際海洋部分，而是俄羅
斯領土的延伸。
北極地區擁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尤其具有豐富的油氣資源。據推算，
全球未探明的石油儲量有13%在北極
地區，天然氣儲量則佔30%。俄羅
斯、美國、加拿大等國一直尋求在北
極地區的管轄權。
自2001年起，俄羅斯便向聯合國

申請擴大在北冰洋的疆域和專屬經濟
區。

俄將向聯合國申請拓北極海疆

俄羅斯與埃及19日簽訂協定，俄
方將負責建設埃及首座核電站，有望
七年後投入運行。
俄羅斯與埃及19日簽訂兩份協

定。新華社報道，第一份協定為俄國
家核能公司將在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
的達巴地區建設埃及首座核電站，預
計2022年竣工。第二份協定為俄方將
向埃及提供貸款，用於建造這座核電
站。
另據《論據與事實》報道，俄羅斯

旅行社已經恢復出售前往埃及的旅遊
行程。此前，由於俄羅斯客機在埃及
墜毀，俄暫停與埃及間的通航，旅行
社紛紛停止前往埃及的業務。

俄負責建設
埃及首座核電站

尼泊爾新憲法引發爭議，關卡被
印度暗地封鎖近兩個月，除了燃油等
日常用品短缺外，現在連醫院亟需的
藥品與疫苗也嚴重告急。
尼泊爾藥劑師協會統計，目前有

多達350輛運送藥品的卡車，仍被阻
擋在尼泊爾與印度邊界的關卡外。
該協會會長希瑞斯塔表示，各種進口
注射劑與疫苗都所剩無幾，他們正設
法安排緊急空運藥品。《聯合早報》報
道，20日，在尼泊爾邊境城市比爾根
傑，抗議新憲法的示威民眾原本答應
讓一輛運送藥品的卡車通過關卡，可
是，當卡車通過時，他們卻突然向卡
車拋擲汽油彈。

印度封堵關卡
尼泊爾藥品告急

日本第三屆安倍內閣改組後新入
閣的十名閣僚20日公布10月就任時持
有的資產。包括家屬在內的總資產，
沖繩北方擔當相島尻安伊子以1.1551
億日圓（約合93.56萬美元）居首。
日本國家安全委員長河野太郎以

1.01億日圓位居第二。包括首相安倍
晉三和留任的閣僚在就任時公布的資
產在內，全體內閣成員的平均資產為
7646萬日圓。中新網報道，此次新公
布的十名閣僚的平均資產為6123萬日
圓。其中，閣僚家屬所擁有的資產大
大推高了總資產額。

安倍內閣資產
沖繩相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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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朝達成一致
舉行預備會談

朝方突然提議
韓方決定接受

高新科技

科技冷知識

研究人員使用石墨電極在不降低性能的情況下
成功實現了多次充放電。實驗中，研究人員

等人將石墨作為電池的負極，進行了100多次的
充放電試驗，確認電池的性能沒有下降。電池容
量為每克244毫安培時，研究人員在利用樹脂加
固石墨以及提高鉀離子電解液的純度等實驗中取
得了成功。日本《日經新聞》報道，與鋰離子電池
只使用銅電極不同，實驗中使用了固定在鋁膜上
的石墨電極，有利於降低成本。

研發中找到突破口
此外，使用鉀離子的時候，電壓能降到負

0.09伏特，而鋰離子等傳統電池的電壓無法降到
負值。截至目前，要提高電池容量只有提高正極
電壓一種方法。而鉀離子電池有望通過降低負極
電壓使整體電壓超過鋰離子等電池。

目前，電動汽車存在充電時間過長的問題，
如果可以在短時間內能夠完成充電的話，將提高
電動汽車的便利性。
此外，鉀離子電池的構造與鋰離子電池基本

一樣，可以在相同的生產線上生產。據悉，鉀離
子電池的溶解溫度為攝氏64度，相較鋰離子電
池，自身起火的危險性也較低。
由於鉀的原子編號大於鋰和鈉，用於製造同

等容量的電池的話，鉀離子電池較重。並且離子
體積變大，導致可用於正極的材料非常有限，這
也成為鉀離子電池特有的問題之一。在全世界範
圍，目前尚未研發出具備充分性能的正極。而對
於實現鉀離子電池而言，僅有負極是不夠的，正
極的研發也不可或缺。對此，負責該研究的駒場
表示：「正極的研發也在不斷取得進展，我認為
2016年內就能成功研發出鉀離子電池。」

日本研鉀電池
充電速度快十倍

手機程序可認痣識別皮膚癌

瑞典科學家正在研究新的加工
肉類的方法，希望預防癌症的發
生。科學家覺得，可以從植物和漿
果中提取抗氧化劑，然後注入肉
類。抗氧化劑的健康功效不僅使肉
類變得更安全，還能防癌。
科學家的設想是把水果和蔬菜

的一些優點賦予肉類。隆德大學食
品技術專業教授埃娃．托恩貝里
說：「這種假設如果被證明是正確
的，就說明可以通過平衡飲食結構
來降低結腸癌風險。換句話說，除
了吃肉以外，還要攝入大量富含抗
氧化劑的食物，比如蔬菜。」美國石
英財經網報道，該研究尚處在初級
階段。研究人員還要通過動物實驗
確認新加工方法可以產生預期效果。

瑞典科學家
研究防癌肉

為防止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走丟，日本一家經營老年人房屋租
賃業務的公司近日推出了一款裝有
衛星定位系統（GPS）的皮鞋。
這款皮鞋左腳腳跟處內置了採

用手機網絡的小型GPS芯片，可以
通過智能手機或電腦進行定位。共
用私人網絡站的ID和密碼後，家
人、熟人及看護人員就可追蹤到
長者的位置信息。日本《產經新聞》
報道，研發公司曾有過三次搜尋行
蹤不明的認知障礙症用戶的經歷。
即使為其配備帶有GPS的掛墜或手
機，長者出門時也經常會忘記攜
帶，後來發現長者出門時一定會穿
鞋子，該公司於9月實現了GPS皮鞋
的商品化。

皮鞋裝GPS
可防長者走丟

隨著一款新手機應用程序的出
現，自拍不僅可以用來曬美，還能
識別皮膚癌。該手機應用程序可以
利用使用者的自拍照追蹤體表黑痣
的大小和形態變化，分析判斷後作
出是否發生癌變的風險評估，準確
率達到83%。
體表的黑痣可千萬不能小看，

因為黑痣，尤其是異常生長的黑

痣，是皮膚癌的早期信號，而皮膚
癌中最致命的惡性黑色素瘤，更是
由黑痣發展而來的。如果能在早期
階段確診並接受及時治療，多達
95%的皮膚癌患者能得到根治或長
期存活；如果直到晚期才發現，那
長期存活率就只有15%。英國《每日
郵報》報道，上述應用程序是多位皮
膚科醫學專家、數學家和電腦專家

跨界合作的結果，開發團隊利用分
析幾何研發出一套演算法，利用使
用者上傳的照片追蹤痣的顏色和形
態變化，進而分析皮膚組織的生長
狀況，從而偵測用戶的患病風險。
此外，這款應用程序還能檢測

使用者的膚質，同時根據使用者所
處的地理位置追蹤記錄其每日所接
觸的紫外線輻射強度。如果用戶想

要諮詢醫生，它會提供一些醫院供
用戶選擇，點擊「發送」按鈕，可以
將信息直接發送到醫生的郵箱。研
發公司負責人表示，這款程序並不
能取代尋醫問診，「我們的設計初衷
是為了在兩次專業就診之間為病患
提供一種分析、追蹤痣的變化狀況
的工具，幫助人們盡快接受恰當的
治療」。

和鋰相比，鉀離子在
電解液中的移動更加
活潑，更適合在短時
間內的充電及一次性
釋放大量電流，輸出
高功率。

輸出更大電力
可用於電動跑車

日本東京理科大學駒場
慎一教授等人，在新一

代鉀離子電池技術的研發中找到了突
破口。使用新技術的新型電池有望比
鋰離子電池的充放電速度提高十倍，
並且可對應高強度電流，輸出更大電
力，可應用於對暫態提速要求較高的
電動跑車。

本報訊

■新型電池可用於電動汽車上。圖為日本橫濱
一家汽車公司負責人給電動汽車充電。� 法新社

朝鮮建議韓國無條件地舉行朝韓會
談，並建議在開城舉行重開金剛山旅遊會談。

朝鮮向韓國四大黨發函，提議為改
善韓朝關係進行對話。

朝鮮呼籲韓國對話，宣布擬恢復開
城工業園運營以及安排朝韓離散親屬會面。

朝鮮提議與韓國舉行工作級別對
話，討論朝方參加仁川亞運會事宜。

2011年1月

2011年2月

2013年6月

2014年7月

朝鮮向韓提議對話事件

■朝鮮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前積極
尋求與韓國對話。圖為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在平壤視察地鐵。� 朝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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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達·旺中帶靜·節能環保·水濱生活

福溪社區　衆望所歸
EPIC
AT WEST

REGISTER NOW FOR VIP ACCESS: www.EpicAtWest.com

T: 604.707.9378.  E: info@epicatwest.com

FINAL PHASE 3 – COMING SOON!  STARTING FROM $349,900
ABSOLUTE BEST LOCATION & VALUE IN FALSE CREEK VILLAGE

CONNECTED.  INDEPENDENT.   SUSTAINABLE.   WATERFRONT LIFESTYLE.

THE VILLAGE, IN FALSE CREEK

120 New Homes in Vancouver's most sought after new waterfront community just seconds to 
Downtown.  Contemporary Lifestyle Designs  |  Jr. 1 Bdrms, 1+Den, 2 & 3 Bedrooms

LIVING LUXURY: over 8,500 sqft Rooftop Gardens, 43,000 Sqft of upscale retail at your doorstep
Ultimate convenience in every direction

The Develop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to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ny such offerings must be made by Disclosure Statement.  E.&O.E.

即日登記盡享VIP特惠：

最後的第三期即將開售！$349,900起
福溪社區最超值、最佳地段樓盤

鄰近市中心120個理想新居，大溫最熱門的新興水濱社區
時尚生活設計之典範   |    1房，1房+書房，2房或3房單位備選

精品愜意生活：過8,500呎空中花園，樓下43,000呎高尚零售服務商戶
衣食住行方便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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