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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里的
“未来”将全面
“入侵”
你我生活
会飞的汽车、口香糖 3D打
印、“人机对战”乒乓球机器人、婴
幼儿专用核磁共振仪……正在举
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传递着“未来已来”的强烈讯号。
畅想今后生活，你我的衣食住行
将被一大波极具未来范儿的“尖
货”“入侵”。
汽车不仅能飞，还能给家庭
供电
在博览会的汽车展区，一辆
来自斯洛伐克会飞的汽车被观众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款汽车由
斯洛伐克企业Aeromobil研发，从
驾驶模式转换至飞行模式用时约
3分钟。
除了会飞，汽车还有什么新
技能？那就是“变身”成一个巨大
的“充电宝”，在紧急情况下给家
庭供电。记者在日产汽车的展台
看到，通过智能互联，与电力调节
系统配合使用，电动汽车可将存
储在大容量电池中的电能供应给
家庭和建筑物，这不仅可用作应
急备用电源，而且还可避开用电
高峰，并对可再生能源进行高效

11月7日拍摄的一家斯洛伐克展商展出的“会飞的汽车”

利用。
口香糖3D打印、乒乓球机器
人，你的快乐你做主
坐在智能客厅里，嚼着3D打
印口香糖，看着透明电视播放的
大片，还可以再与乒乓球机器人

抚州
“菜刀帮”
涉黑案终审：
首犯被判 17 年

11月 8
日，江西省
抚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广昌县“菜刀帮”蔡
良宾等人涉黑案二审公开宣判，
判处蔡良宾有期徒刑十七年。
其余19名成员及同案犯分别被
判十二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20世纪 90年
代，蔡良宾初中毕业后，争强好
胜混迹于广昌，后被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归来，蔡良宾开始网罗
同乡、“ 两劳”释放人员，形成以
自己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长
期盘踞广昌县，称霸一方，号称
“菜刀帮”。
期间，蔡良宾和余庆辉、余裕
远等人结成团伙，逐步形成以蔡
良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蔡
良宾等人多次有组织地实施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
行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
济秩序，部分受害人被迫离开广
昌，并通过垄断砂场及其他非法
活动，非法获利5000万余元。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蔡良宾组织、领导人数众多、层
级明晰、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较
稳定的犯罪组织，实施一系列违
法犯罪行为，攫取巨额非法利
益，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
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
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以蔡良
宾为首的犯罪组织具备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
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依
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
织。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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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人机对战”……这样的周
末是不是很潮、很酷？
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由德
国瓦克集团带来的口香糖3D打
印，采用了全新 CAPIVA预混型
口香糖胶基，可使口香糖的形状

不再局限于条状、粒状或块状，也
可添入果汁、咖啡或植物提取物
等众多水基天然食品配料，能够
赋予口香糖个性化的颜色、形状
和口味。相比传统口香糖，用此
技术制作的口香糖黏度低，容易
从物体表面移除。
此外，欧姆龙展台的新一代
FORPHEUS乒乓球机器人，能“耳
听八方”“身手矫捷”地与对手一较
高下；松下展台的透明电视被围得
水泄不通，不少观众忍不住来回前
后寻秘；博世展台一款触屏电磁
灶，只要手指轻轻点击，就能调节
4个灶位的温度，还有儿童锁，成
为家庭主妇生活的好帮手……
博览会上，人工智能贯穿各功
能区和展区，一批未来感强、互动
性好的服务机器人，让人们切身体
验到“人机同行”。与此同时，智能
家居、智能家电、VR与AR也遍布
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全方位展现
未来科技让生活更快乐、更便捷。
有“颜值”更有“智商”，你的健
康它守护
全球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搏

器、最薄的可穿戴式血压计、首台
婴幼儿专用核磁共振仪，在博览会
上，高科技医疗健康产品令人目不
暇接。
与以往看到的血压计不同，
记者在欧姆龙展台看到，这款血压
计不仅“颜值”高，外观如同一个智
能腕表，而且“智商”高，具备实时
监测功能，且设有普通闹铃、服药、
测量三种类型提醒，一旦监控到危
险情况就会向患者腕部施压提醒，
并通过手机APP同步推送警告，
将数据发送给患者的医生。
除了医疗器械，记者在跨国
医药企业诺华展台上看到，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分子可视
化，可助力科研人员研究复杂的
分子结构、设计创新药物，加速新
药研发。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科技健
康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记者在现
场看到，不仅是传统医疗企业，连
丰田也有涉及健康领域，比如一款
机器人正在现场演示如何扫描人
体身体状况并给出答案。（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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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册（须经学籍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并加盖学
籍专用章）和实际就读证明（须经报考人员所在学
校审定、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往届毕业生
须提交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同等学力人员须
提交初中毕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需要以父母
工作调动、人才引进、驻闽部队现役军人（含文职人
员）身份报考的人员，须同时提供父母一方的身份
证明材料。库区移民身份由当地教育部门协调库
区管理部门核查。属投靠父母一方的报考人员，须
同时提交被投靠人户口簿和身份证。随迁子女还
须同时提交父母一方在闽从业经历证明材料，其中
缴交社会保险费或纳税的由教育部门汇总名单后
交由当地人社、税务等部门核查。在我省定居的外
国侨民，须同时提交由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高职招考网上报名及现场确认时间另行通
知。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文波）

我国将禁止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记者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经国务院同意，工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
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低速
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计划持续
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的同
时，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据了解，低速电动车主要指

行驶速度低、续驶里程短，电池、
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
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四轮电
动机动车，包括老年代步车等。
近年来，我国低速电动车生产
和市场规模无序扩张，生产企业数
量已超过百家，产销规模超百万
辆。据相关部门2017年统计，近
五年我国发生低速电动车交通事
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

万人受伤，由低速电动车引发的事
故数量和死亡人数逐年增长，近三
年年均分别增长23.3%和30.9%。
通知明确将开展三方面工
作：一是分阶段开展低速电动车
生产销售企业清理整顿工作，依
法采取综合措施清理不达标生产
企业和产品；二是停止制定发布
鼓励低速电动车发展相关政策，
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三是

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
加速淘汰违规低速电动车在用产
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当前，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群
众呼吁从源头上加强低速电动车
生产、销售和使用监管。业内专
家表示，此次低速电动车整顿工
作的开展，将有利于维护消费者
权益和公共交通秩序，减少公众
出行安全隐患。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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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传
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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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发票代码：3500163130， 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长源制衣有 发票号码：08422499，开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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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此项目被列为石狮市废弃石窟生态修
复示范项目。三是平整造地。对于位于村庄周边、
工业区周边，开采程度不深的废弃石窟，主要采取
平整造地的方法处理，平整后的土地用于发展经济
或改善民生用途，如招拍挂作为工业用地，用于公
共设施建设等。2011年以来，由废弃石窟平整造地
形成的建设用地面积约388.59亩、工业用地达到
436.91亩，作为引进工业项目用地，为石狮推进“实
业强市”战略作出了贡献。同时，多个村利用废弃石
窟平整后改造作为休闲小公园、篮球场、公共停车场
等，增加了村庄公共用地，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四是依势造景。对于在景区范围内、地形地
貌有一定特色的废弃石窟，结合景区建设，规划建设
为景观项目。如宝盖山半山腰的石窟公园，占地66
亩，将两个连在一起的废弃石窟依据地形地貌情况
进行改造，建设水体、廊道、休闲茶座，打造出地势高
低错落，更具立体的，集休闲、观光、健身于一体的石
窟公园。目前，这个石窟公园已基本建成。再如六
胜塔公园旁，利用废弃石窟改造成为一处集停车、
观光功能于一体的海丝文化景区。（记者 吴汉松）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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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8日电
国内视窗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8日发
布消息显示，湖南省涟源市、
吉林省龙井市和江西省万年县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1月8日11时，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
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湖南省娄底
市涟源市一养殖户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户
存栏生猪9头，发病4头，死亡1头；江西省上饶市万
年县一养殖户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户存栏
生猪154头，发病49头，死亡49头；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龙井市一养殖场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
养殖场区存栏生猪930头，发病144头，死亡144头。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出督导组赴当
地。当地已按照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封
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对全部病
死和扑杀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禁止所有生猪
及其产品调出封锁区，禁止生猪运入封锁区。目
前，上述疫情已得到有效处置。
另外，农业农村部8日接到吉林省畜牧业管理
局报告，经评估验收合格，吉林省松原市非洲猪瘟
疫区将解除封锁。农业农村部要求当地畜牧兽医
部门继续加强疫情监测排查，采取积极的防控措
施，防止非洲猪瘟疫情再次发生。
明年高考网上报名今天开始
（上接一版）2019年应届毕业生须提交毕业班学籍

11 月 8
日，在贵州毕
节市政府广
场举行的消
防宣传活动
中，消防员展
示穿越火障。
在11月9
日全国消防
日来临之际，
各地纷纷开
展消防安全
宣传活动，提
高人们的消防
安全意识与应
急避险能力。
（新华）

宏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高价收购针车、
布料
辅料、服装1385979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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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涟源市、
吉林省龙井市
和江西省万年县
各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情

刊登地址:长福小区安置房A2幢13号
闽南地产中介店（长福招商管理处对面）
服务热线：88727170
151595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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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如下：标的：石狮市永宁镇市场监督工
管理所店面，挂牌价：详见网站。具体的交易
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 幢楼出售
站：http://www.qzcq0595.com/ss/。报名联系人： 港 塘 前 洋 路 临
李女士、王先生；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街幢楼，5间店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面，1至6楼。
2018年11月9日 13805917018

海西电商园区
店面出售。
联系人：施小姐
电话：
13805993788
出售
5cm×2cm；
前洋路（鼎盛骏景正 ●每方块面积：2.
●标准价格：15次，50元/
方块；
对面）店面两间（六层
半）地段优，已精装租 6-10次，45元/方块；10次以上，35元/方块；
客满，两证齐永久用
地。15985982538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