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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布料★花边★松紧带★胶袋
无纺布手提袋★织带★铜扣
合金★铜拉链
等清仓货库存★布料★服装
晓傅13348506999

收购
大量收购及批发二手电脑平

车、布料、服装13859792818

佳美
石材护理 新房外墙地毯清

洗15905024685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中

巴司机（B1证、上岗证、本地

户籍）、旅运部1名、保安1名

（35-50岁）、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诚聘
货车司机，摩托车送货

88992350

诚聘
司机88250085 刘大妈婚介88720835

兹有泉州市合适居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家政服务

婚介服务人才市场 遗失声明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二手市场

收购布料13348506999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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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次送10次。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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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八七路1118号（海
逸酒店）店面1-3
楼，后幢整栋出
租。13799231212
蔡先生

综合
厂房出售

石狮厝仔工业区路
口标准独立厂房:占
地 4亩 ，建 筑
4500m2，两证齐全。
18750519725许

厂房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5日
电 对任何宇航员来说，在太空行

走任务中“搁浅”都是一件可怕的

事。现在，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

究一种“带我回家”按钮，只要启

动它，宇航服就将自动把宇航员

带回安全目的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目前采

取多种措施，保证宇航员在太空

行走过程中的安全，其中一种措

施是把一条绳子系在宇航员的身

上。即便这条绳子意外断了，宇

航员身上还背着一个喷气背包，

里面充满压缩气体，启动这个背

包就可引导宇航员返回飞船或国

际空间站。

美国德雷珀公司近日发表声

明说，喷气背包完全依赖手动操

作，在紧急情况下启动背包对宇

航员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为此

他们提出了一种“带我回家”的自

动导航解决方案。该按钮可以由

宇航员、空间站内的宇航员或者

地面控制中心启动，保证宇航员

安全回归。

研制这个按钮需攻克两大难

关。首先是导航系统，必须在没

有全球定位系统（GPS）信号的太

空环境中确定精准位置；其次是

导引系统，要根据时间、氧耗量、

安全性等需求计算出最佳回归路

径，尽快把宇航员送回安全地点。

德雷珀公司太空系统主管西

默斯�图伊说：“在太空，要给宇航
员定向定位方向是一个挑战，因

为那里没有重力，没有简单的办

法来确定上和下，我们的技术通

过保证宇航员的安全，提高任务

的成功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这项

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根据德雷珀公司申请的专

利，“带我回家”按钮也能与全球

定位系统、视觉辅助导航等结合

使用，应用在其他不同环境，比如

帮助消防员在充满烟雾的房间里

或者在深水里迷失方向的潜水员

找出最佳逃生路径。

环球点击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颁“地球卫士奖”
据新华社伦敦12月6日电 英国伦敦警方5日

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杀式恐
怖袭击阴谋，并指控两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11月28日分别在伦

敦北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5日对他们正式提出

指控，两人6日将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企图

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袭击，

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英国安全

局）负责人安德鲁�帕克5日向内阁通报了这起暗杀
阴谋。他说，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已挫败9起在英国

发动恐怖袭击的图谋。他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近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策划

在英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英国警方挫败一起
针对首相的恐袭阴谋据新华社内罗毕12月5日

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5日宣布，

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

球卫士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塞罕坝林场
的建设证明，退化的环境是可以被

修复的，修复生态是一项有意义的

投资。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已

成为最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中国三代造林人持续半个多

世纪的奋斗，让贫瘠沙地变成绿

水青山，也获得世界赞誉。

当地时间5日18时许，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

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新

闻发布会，宣布今年的“地球卫士

奖”，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他们筑起的‘绿色长城’，帮

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远离空气污

染，并保障了清洁水供应。”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
索尔海姆表示。

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告诉

记者，这一奖项是对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50多年艰苦创业的肯定，

也是激励和鞭策。

塞罕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省

北部，占地9.3万公顷。由于历史

上的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

方沙漠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

入北京。

1962年，数百名务林人开始

在这一地区种植树木，经过三代人

努力将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

80%。目前，这片人造林每年向北

京和天津供应1.37亿立方米的清

洁水，同时释放约54.5万吨氧气。

刘海莹说，“我相信，只要我

们继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经过

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中国可以创

造更多像塞罕坝这样的绿色奇

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代表陈

彦娴在获奖感言里说，在当下的

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句话已经家喻户晓。塞罕坝的

故事印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绿色

道理。

索尔海姆表示，中国的塞罕

坝证明环境治理是非常有意义的

生态投资。联合国环境署认为，

“中国近年来在环保方面所做的

努力，是史无前例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

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易卜拉辛�
塞奥表示，中国在环保领域制定了

明晰方向，并且展现了坚定决心。

除了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来

自中国的共享单车服务公司摩拜

和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也

分别获得了“地球卫士奖”下的商

界卓识奖和终身成就奖。

全球环保人士认为，2017年

“地球卫士奖”6个获奖单位或个

人中，有一半来自中国，这说明中

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领域取

得举世认同的重大成就。

加州山火肆虐
大批民众逃离家园

←12月5日，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文图拉县，消防员在
火灾现场工作。5日，
在强劲风力、低湿度
以及干枯植被的助力
下，美国南加州多地
山火肆虐，数以万计
的民众被紧急撤离，
数以百计的建筑物被
烧毁，当地多条重要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被
关闭。最大的一场山
火在洛杉矶城区西北
约110公里的文图拉
县燃起，过火面积超
过200平方公里，导致
至少150所建筑物被
烧毁，约2.7万人被紧
急撤离。这场山火于
4日傍晚燃起，借助时
速最高达85公里的强
风，过火面积迅速扩
展，当地政府不断扩
大强制撤离范围，大
批民众逃离家园。

（新华）

美研究为宇航服装上“带我回家”按钮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5日
电 美国研究人员5日说，国际空

间站内部生活着“非常多元化”的

微生物群落，它们与您家中的微

生物群落极为相似。

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了从空间

站15处不同地点采集的微生物样

本，并与来自地球住宅和人体微生

物组项目的样本进行比较。发表

在新一期美国在线开放期刊《同行

评议科学杂志》上的结果显示，空

间站表面生活着超过1.2万种微

生物，其中与已知人类病原体密

切相关的微生物种类所占比例与

地球上类似建筑环境内相当。

参与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微生物学家戴

维�科伊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
空间站微生物最常见的两个问题

是：它很恶心吗？你们看到来自

外太空的微生物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科伊尔说：

“在地球上我们周围的微生物大

多数无害，我们在国际空间站上

看到了大体类似的微生物群落，

所以并不比您家里发现的微生物

更恶心或更不恶心。”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空间

站完全密封，里面的微生物都源

自宇航员以及送上天的货物，所

以没有外太空微生物。

令研究人员很高兴的是，空

间站上的微生物群落多元化程度

非常高，而多元化通常与健康的

生态系统相关联，这意味着空间

站上的微生物群落不大可能是一

个有“病”的微生物群落。

了解微生物在太空的生长发

育情况，对未来的太空探索至关

重要，因为微生物可能影响宇航

员的健康。MERCCURI项目是加

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等机构

组织的合作项目，主要研究空间

站上的微生物情况。

空间站内部微生物群落与地球住宅内高度相似

环球博览

街头散步
无益身体健康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受空气
污染影响，沿街散步对身体健康
的益处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
计。

英国研究人员召集119名60
岁以上志愿者，将他们分为心脏
病患者组、慢性胸膜炎患者组和
身体健康组，并随机分配他们在
伦敦牛津街和与之相距不远的
海德公园分别散步2小时。研究
人员发现，无论健康与否，在公
园散步的志愿者肺功能改善、动
脉血管软化显著，效果持续到散
步后26小时。沿牛津街散步者
肺功能改善微弱，动脉硬化状况
甚至恶化。牛津街是伦敦繁华
的商业区，马路上通常只有烧柴
油的公交车和出租车通行。

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在
空气污染的地方锻炼几乎无益
于身体健康。“如果人们不能找
到一片绿地或公园锻炼，那就在
室内运动吧。”帝国理工学院教
授郑凡（音译）说。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英国
《柳叶刀》周刊。 （新华）

以色列宣布
正式列装F-35战机

以色列国防军12月6日宣
布，从美国引进的9架F-35战机
正式列装以色列空军“金鹰”140
中队。

以色列空军司令阿米卡姆�
诺金在一封给以空军内部人员
的信件中表示，以色列空军需要
高质量的空中力量来应对中东
地区不断演变和复杂的挑战，
F－35战机的入列恰逢其时，以
色列空军的能力将提升至一个
新水平。

以色列军方还称，以色列是
目前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第一个
正式列装F－35战机的国家，这
再一次表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
的特殊战略关系。F-35战机是
美国与部分盟国合作研制的第
五代多用途作战飞机，配有新型
航电设备，具备雷达隐身能力。
根据以色列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以色列将从美国购买共50架
F-35战机。 （新华）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2月5日电 俄罗斯联合造

船集团总裁阿列克谢�拉赫曼诺夫5日说，俄罗斯目
前唯一服役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将于2018年

开始维修。

俄罗斯海军负责武器装备的副司令维克托�布
尔苏克此前说，“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将于2018年开

始维修。他还透露，俄罗斯计划建造新航母，并于

2030年后列装海军。

“库兹涅佐夫”号于1991年正式服役，然而至今

没有经过完整大修和全面升级改造。据俄媒报道，

俄军方计划对“库兹涅佐夫”号进行维修改造，以将

其服役期延长20年。维修改造重点集中于动力系

统、舰载机起飞和着舰拦阻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及

武器系统。

资料显示，“库兹涅佐夫”号长306米，宽72米，

最大吃水深度约10米，最大排水量为6.139万吨，最

高航速达29节。“库兹涅佐夫”号搭载50架舰载机，

包括苏-33重型战机和米格-29K轻型战机共28架，

卡-31直升机4架，卡-27反潜直升机和卡-29运输

直升机共18架。

俄罗斯唯一服役航母
明年将开始维修

（上接一版）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执法中的取证工作
之外，实现了对该路段全天候的有效监督。

如今，当记者再次来到金相路，沿街店面不再占

据人行道进行经营，主干道也没有了小摊子，拥堵不

堪、车辆难行的情景已经不见。居住在附近的市民蔡

先生告诉记者，以往平常出门必堵的金相路，如今，就

连节假日期间都畅通无阻，蔡先生感慨道：看来，占道

经营整治不只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福辉路的长福农贸市场周

边以及九二路步行街等以往占道经营的“重灾区”也

悄然发生了变化，流动摊贩已很少出现，沿街道路畅

通无阻。附近居民向记者表示，近来已鲜少看到有占

道经营的“回潮”现象。

整治“占道经营”，是石狮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的典型案例之一。据了解，自2016年石狮全面推行城

市管理重心下移以来，各镇（街道）都设立城管办，使

城市管理基层基础实了起来，并重点治理“六乱四摊”

等城市乱象。这是石狮市落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要求，着力构建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改善城市的硬

件管理，去年以来，石狮还深入开展“消防设施”“农贸

市场”“物业小区”“小型餐馆”“牛皮癣和线缆乱拉”

“占道经营”“停车难”“交通违法”“出租车”“公益广

告”等十个专项整治提升。石狮市财政则增拨2000万

元，用于社区小区硬件的改造提升，补足短板，完善设

施，使石狮的环卫考评始终保持泉州市前列。

当然，我市改革仍未停步，在深入总结一年多城

管重心下移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市还将提出进

一步的改革措施，让城市管理更加有效，让城市环境

更加宜居。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王克兢 蔡国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