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6
2019年10月10日

兹有石狮市刚刚调味品店不

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9月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322JW35B，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刚刚调味品店
2019年10月10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一布到位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8

日变更为“石狮市一布到位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现将刻有“石狮

市一布到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一布到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声

明

扫一扫，第一时

间掌握停电信息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
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
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
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国网福建石狮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停电通知
因线路施工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
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在停电期
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
器台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
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停电信息可通过24小时服
务热线95598查询，还可通过《石狮日报》（每周三）、中国石狮网（每周二）、“石
狮生活网”微博和微信、石狮新闻综合频道（每周一、周三、周五 播出时间08：
35、10：55、17：42和19:50）进行查看。

辖 区

祥芝镇

蚶江镇

计划停电时间

10月23日

8:30-18:30

10月23日

9:30-19:00

停电线路

10kV园东Ⅰ回

10kV园东Ⅰ回

停电范围

祥芝镇后湖村1片区、2片区、3片区、4

片区、5片区、东组等

科达电器、共富交通建设开发、经济开发

建设、昇邦电子科技、致高纺织、日盛化

工、蚶江镇蚶江村委会后湖一路路灯

10月9日，白狮宝宝在保温
箱内玩耍。

10月2日，济南野生动物世
界一只白狮产下一对“龙凤宝
宝”，目前这两只白狮宝宝身体
状况稳定，待观察期结束后将与
游客见面。据了解，白狮主要生
活在非洲南部，是世界上极为珍
稀的野生动物。 （新华）

国内视窗我国将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

健全养老育幼等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社会服务产业是涉及亿万

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记者10

月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

7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相关意见，

提出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提

高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

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家

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

培养培训体系，扩大人才培养规

模。

意见提出，将健全专业随产

业发展的动态调整机制，调整优

化学科专业目录，及时增设相关

领域本专科专业。以面向社区

居民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中

医药健康服务、托育托幼等紧缺

领域为重点，对接管理、经营、服

务、供应链等岗位需求，合理确

定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不

同类型、层次学历教育相关专业

和职业培训的人才培养目标、规

格。

意见强调，要加快培养适应

新业态、新模式需要的复合型创

新人才。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

校主动适应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需要，设置家政学、中医康复学、

中医养生学、老年医学、康复治

疗学、心理学、护理学和社会工

作等相关专业。原则上每个省

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

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相关

专业。

同时，支持从业人员学历提

升。鼓励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

养老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管

理人员报考攻读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支持社会服务产业从

业人员通过多种渠道接受职业

教育，提升学历。 （新华）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9日说，我国医疗

质量水平持续改善，医疗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郭燕红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

国住院患者总死亡率逐步下降并稳定在较低

水平，由 2005年的 1.1%下降至 2018年的

0.4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的增多，反映

出我国医疗服务“量”的提升。郭燕红说，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人员仅61万余人，医疗

卫生机构不足1万所，医疗卫生服务基础非常

薄弱。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2018年我国卫

生人员的总数已达1230万余人，医疗机构数量

近100万所。

另据国家卫健委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35岁，在

2018年已达到77岁；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

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

6.1‰。

国家卫健委：
我国医疗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社会广角

济南：
“龙凤胎”白狮出生

随着充电设施在高速公路上

不断建设完善，电动汽车也有了

“远方”。记者10月9日从国网电

动汽车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

长假，电动汽车成为高速公路上一

大主力，由此带来高速公路充电桩

日均充电量大幅攀升至40.8万千

瓦时，是平时的3.6倍，较去年同期

翻番。

京港澳、沈海、大广、长深和京

哈成为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

的高速公路。从分布地区看，充电

量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为河北、江

苏、浙江和湖北。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

是许多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

缓解这一矛盾，我国近年来大力推

进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截至目前，已建成京沪高

速、京港澳高速等“十纵”，青银高

速、沪蓉高速等“十横”以及首都环

线、杭州湾环线“两环”的高速快充

网络。

仅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

充站2080座、充电桩8423个，覆盖

高速公路近5万公里，连接19个省

的171个城市。这些充电站平均

间距小于50公里，最快半小时就

能充满电。

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

远行信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我国主要高速公路充电量呈快速

增长趋势，特别是节假日增长更为

显著。今年春节期间日均充电量

约25万千瓦时，“五一”假期日均

充电量接近30万千瓦时。（新华）

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我国高速公路充电网基本形成

10月9日，成贵铁路兴文（宜宾）至贵阳段开

始联调联试。全长632公里的成贵铁路为客运专

线，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小时。

据了解，成贵铁路采取“分段建设、分期投

运”方式，成都至乐山段已于2014年12月先期开

通运营，乐山至宜宾段已于2019年6月15日投入

运营。 （新华）

外交部：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完全是徒劳的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9日表示，美方在涉

疆问题上的伎俩丝毫动摇不了中

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完

全是徒劳的。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继美商务部宣布以所谓涉疆人

权问题为由对28个中国实体实施

出口限制之后，美国务院宣布将对

“拘留”或“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

民族群体负有责任的中国党政官

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已就美方以所谓

涉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将28个中国

实体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明严正

立场。我愿再次强调，新疆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

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

谓人权问题。无论美方以何种借

口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实体和人

员实施何种限制，都严重违反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中方都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采取

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

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的滋生，完全符合中国法律，也

符合国际实践。这些举措受到

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

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作出了积

极贡献。美方罔顾事实，围绕涉

疆问题对中国大肆诬蔑抹黑，为

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借口，干

扰新疆反恐努力，阻挠中国稳定

发展，只会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

会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险恶用心。

这些伎俩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

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完全

是徒劳的。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

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

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新华社长春10月9日电 吉林省纪委监委9

日通报，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

对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原巡视员、吉林市委原书记

赵静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通报称，赵静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

念丧失，党性原则全无，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组织

原则弱化，滥权妄为，任人唯亲；私欲极度膨胀，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大

搞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钱色交

易，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已构成职务违法

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知止、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经

吉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吉林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赵静波开除党籍处分；由吉林省监委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

物随案移送。

吉林市委原书记赵静波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面对毒贩掏出的匕首，湖北一

名禁毒民警毫不畏惧，在以手挡刀

负伤之后，仍追击毒贩一公里左

右，直至将毒贩擒获。10月9日，

记者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这位民

警的手臂缝了七针，此次抓捕行动

缴获毒品麻果近1000颗。

据了解，这一警情发生于10

月7日。当日中午，湖北公安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将刚抓获的一

名吸毒人员送入拘留所后，又接

到线索，一名贩毒人员出现在当

地斗湖堤镇，身上可能携带有大

量毒品。

四名民警来不及休息，立即开

展调查。经过连续5个小时的缜

密侦查，当天20时50分左右，民

警锁定贩毒人员吴某踪迹。在一

个巷子附近，民警对吴某形成合

围之势。民警向吴某表明身份，

要求其接受调查。吴某见状，立

即转身逃窜，民警紧随其后。吴

某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挥

手刺向民警。由于巷内灯光昏暗

且空间狭窄，一位民警来不及躲

闪，迅速用右手格挡防卫，手臂被

划伤，鲜血淋漓。

顾不上伤口，这名禁毒民警继

续与吴某展开搏斗。吴某将随身

携带的毒品丢弃在路边，边挥舞匕

首乱刺，边夺路而逃。民警强忍疼

痛，坚持追捕，并在同事们的合力

之下，在约一公里外将吴某抓获。

完成抓捕后，这名民警才同意前往

医院接受治疗。

来自湖北省公安厅的通报显

示：负伤民警的右手臂缝了七针；

在缝针包扎完毕后，他又立即参与

到对吴某的审讯工作中。民警从

吴某身上搜出毒品麻果168颗，并

在抓捕现场搜到吴某丢弃的毒品

麻果800颗。

目前，这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之中。 （新华）

民警以手挡刀勇追毒贩一公里 缴获近千颗毒品麻果

10月9日，袁隆平院士工作
站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小龙村
揭牌。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联
合开展科研攻关，为广西农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转换和
应用推广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
的科技成果，培养高层次农业科
技人才，选育优质超级稻品种，
完善超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新华）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9日是第50届世界

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世界邮政日的

致辞中表示，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五年稳居世

界第一，2018年支撑网络零售交易额近7万亿

元，新增社会就业20万人以上。

马军胜说，要引导邮政、快递企业丰富服务

品种，提供更弹性更精准更多样的服务，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更好用邮需求。紧紧围绕末端网

络有效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维护末端网点和

快递员权益，推进公共末端服务体系建设，推动

在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快递基础设施布局，大力

发展共同投递和智能终端服务体系。

2018年，我国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12345.2

亿元，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

收入）完成7904.7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6.4%

和19.4%。

快递2018年支撑
网络零售交易额近7万亿元

新华社武汉10月9日电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合作在病毒RNA单分子标

记与示踪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功构建了一

种新型量子点纳米信标，这种信标可对艾滋病毒

RNA实施荧光标记。

记者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了解到，科研人员

利用该量子点纳米信标开展了艾滋病毒粒子内

单个RNA的荧光标记和单病毒脱壳过程动态示

踪。此外，该技术还可用于其他核酸序列的荧光

标记与检测，可实现低浓度核酸的高灵敏检测和

活细胞内核酸标记与成像分析。

据专家介绍，活细胞内单个RNA检测和示踪

对于疾病诊断和病毒侵染的机理研究等具有重

要意义，而量子点纳米信标是单个RNA检测和示

踪广泛使用的技术。该新型量子点纳米信标为

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科研人员可对艾滋病毒
RNA进行荧光标记

记者10月9日从深圳机场获
悉，该机场启用智能安检通道，旅
客可全流程自主安检，实现了乘机
安检的便捷、高效和智能化。

深圳机场工作人员介绍，智
能通道相比传统的安检通道，旅
客经由毫米波人体检查仪进行
人身检查，进一步优化了旅客过
检体验。为做好智能安检通道
启用初期的服务保障，深圳机场
在通道前端设置了引导岗，由工
作人员引导旅客自助完成安全
检查，享受“刷脸过”“秒过”安检
闸机、行李自动传送、人身检查
定点定位等快速安检流程。

根据试行期间统计数据，智
能安检通道高峰期旅客放行效
率可达220人/小时，是传统安检
通道的1.5倍。 （新华）

深圳机场：
旅客可全流程自助安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
局10月9日发布消息，办案民警
日前侦破一起23年前的重特大
命案积案。

1996年1月28日19时许，公
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称，通辽市
一街道一家4口被杀，有财物被
抢走，另有邻居2人被重伤，嫌疑
人案发后逃离现场。多年来，通
辽市公安机关一直坚持紧盯该
案不放。近期，办案民警通过刑
事技术手段，初步认定辽宁省鞍
山市的褚某具有作案嫌疑。经
精心侦查研判，民警发现褚某与
其关系网中的祝某有结伙作案
嫌疑。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祝某、
褚某供述称，1996年冬，他们来
到通辽市推销君子兰，但没赚到
钱，于是萌生了抢钱回家过年的
念头。他们对23年前的这起案
件供认不讳。 （新华）

内蒙古侦破一起
积压23年的重特大命案

10月9日，中欧班列（义乌-列日）eWTP菜鸟号从浙江义乌火车西站开出。
当日，中欧班列（义乌-列日）eWTP菜鸟号正式开通，这趟国际货运班列满载着82个标准箱从义乌西货运站鸣笛启程，预计20天左右

抵达比利时列日。
随着中欧班列（义乌-列日）运营方向的开通，义乌始发的中欧班列已达到11条线路，辐射欧亚大陆3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丝路沿线

主要贸易国家与地区的全覆盖。 （新华）

中
欧
班
列
（
义
乌-

列
日
）e W

T
P

菜
鸟
号
首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