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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28日电 丹麦研
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利用稀土元素的
光学特性给产品打上“指纹”的新技术，
从而可以实现对商品的防伪识别。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防伪技术适用
于多种产品，比如消费者想对一块手
表的真伪进行鉴别，可到商店中扫描
表上的相关“指纹”，并与制造商数据
库中的原始“指纹”进行比对。

论文作者之一、哥本哈根大学化
学系副教授托马斯·瑟伦森说，若使用
这项防伪技术，两个产品拥有相同“指
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极难仿冒。

哥本哈根大学表示已为这项技术
申请专利，有望一年后推向市场。研究
人员说，这种“指纹”的成本也很便宜，
预计给单个产品打上“指纹”的成本不
超过1丹麦克朗（约合1.05元人民币）。

新技术可用于产品防伪识别

据新华社电 韩国警方 27日说，庆
尚南道密阳市世宗医院前日起火可能
是天花板电路问题所致。

26 日上午发生的这场大火为韩国
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已确认37
人遇难，超过 140人受伤。死者中大部
分为老年女性，还有 3名医护人员。警
方和法医 27日初步调查现场。一名法
医部门官员说，他们发现天花板上的电
路有多处问题，例如短路和接触不良。

这名官员还说，火可能最先从医护
人员的更衣间燃起。他们还初步认定，
大部分死者的死因是吸入有毒烟雾。

韩国医院大火
恐由电路问题引发

新华社赫尔辛基 1 月 28 日电 芬
兰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28日在当天
举行的芬兰总统选举中获 62.7%的选
票，顺利连任总统。

尼尼斯托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他获得较高得票率意味着“选民对
他在首个任期内的表现比较满意，认为
总统一职目前不需要换人”。

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尼斯托
作为联合党的候选人参选，在第二轮投
票中获胜当选。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尼
尼斯托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

尼尼斯托现年69岁，是芬兰政界富
有经验的政治家之一。他1987年当选为
芬兰议会议员，1994年至2001年任芬兰
联合党主席，曾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
长，2007年至2011年任芬兰议会议长。

尼尼斯托高票
连任芬兰总统

“冰冻”模式让电网负荷
突破历史极值

据《新京报》消息 零下30℃！零下
40℃！近日，我国多地开启“冰冻”模式，
连一贯温暖的南方省份也大幅降温降
雪。受此影响，我国用电水平持续攀升。

记者 28日从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获悉，入冬以来，全国发电量日均
191.29 亿千瓦时，日发电量最高达 201
亿千瓦时，比去年冬季最大值增长了
15%，创史上最高值。

国家电网公司区域内，东北、西北
两个区域电网及湖南、辽宁、吉林、江西
等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均超过夏季用电
高峰，突破历史极值。

“多地发电量创新高，主要还是因
为天气寒冷，居民取暖负荷需求增长明
显造成的。”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
主任王玉玲分析说。

“预计除夕前后，用电负荷将达到
平时的五六倍，这将对电网设备安全运
行带来较大压力。”国家电网专职新闻
发言人王延芳说，河北、山东、山西、河
南等“煤改电”地区负荷将继续攀升，加
之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农村地
区用电负荷在个别时段急剧增长。

江苏新闻网 大一学生吕旭东，老
家在陕西宝鸡。寒假来临，他决定来一
次不寻常的归家之旅：9天，从南京骑车
回老家，全程约 1500公里，需穿越 4省，
共花费约1000元，目前已平安到家。吕
旭东说，他的梦想是骑行环游全国。

大学生冒雪骑行1500公里
9天穿越4省

中国女子捐15亿美元
拯救濒危动物

《华商报》消息 中国著名女企业
家、东方园林董事长、木兰汇公益基金
会主席何巧女2017年10月捐出15亿美
元（她三分之一的财产，约合 96亿元人
民币）拯救濒危动物。这是有史以来数
额最大的、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个人慈
善项目捐献。

这两天，这位中国女企业家引起了
包括美国彭博社乃至美国知名脱口秀

“艾伦秀”的关注，相关视频被大量转
发、播放，也获得了外国网友纷纷点赞。

杭州现暖心外卖订单:
请把粥送给路上铲雪的人

《钱江晚报》消息 1月28日早上9
点36分，杭州余杭临平邱山大街574号
的粥店，老板小周收到老客户“释然”的
外卖订单。往常都是两份小粥、几样小
菜，今天对方一口气点了 15 份皮蛋瘦
肉粥，订单备注栏上注明“老板，请送给
路上铲雪的人，谢谢！”特别暖心。

记者联系到订外卖的客户，对方是
位女士，姓张。“我家住在 8楼，今天早
上我起床开床感觉好冷啊，往楼下一
看，街上都是扫雪的人。他们放弃了休
息天，早起扫雪一定很冷。”

张女士说，自己老家临安，在余杭
临平工作有 1年多了，觉得这里的人都
很友善。早上看到这么多人在义务扫
雪，她很感动，于是灵机一动，找了经常
点单的粥店下单，希望能用一份粥温暖
路上扫雪的人。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 月 29 日

电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奥
利洪岛一宾馆 28日发生火灾，已造成 2
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可能是两名中
国女性公民。

据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 29
日发布的新闻公告，总领馆在事发后即
与俄外交部驻伊尔库茨克代表处、州紧
急情况部等相关部门联系，得知火灾中
死亡者可能是两名中国女性公民。总
领馆已通过国内相关部门尽快与可能
涉事的人员亲属取得联系。

俄一宾馆火灾致2人死亡
疑为中国公民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28日电 美国
一项新研究显示，长时间使用电子设
备的青少年与同龄人相比更不快乐。
研究人员建议，应该限制青少年使用
电子设备，但不是完全禁用，这有助于
他们的身心健康。

这项研究说，美国青少年的生活
满意度、自尊心和快乐程度在 2012年
后大幅下降，而在 2012年到 2016年间
青少年生活的最大变化是使用电子设
备的时间大量增加，导致面对面社交
活动和睡眠时间减少。

领导这项研究的州立圣迭戈大学
心理学教授琼·特文格说，应该限制青
少年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每天不应
超过2小时，同时让他们增加与朋友面
对面交流以及体育锻炼等活动，这会
有助提高青少年快乐程度。

沉迷电子设备的
青少年更不快乐

辣妈偷星巴克杯子送老师
被抓时称“赔就是了”

《杭州日报》消息 近日，杭州一星
巴克店报警有人偷杯子！嫌疑人是个
打扮时髦的女子，送儿子到早教班后，
常在此喝咖啡。她专门偷那种四五百
的高级杯子，“我家里不缺钱，就是觉得
刺激，还给他们，赔点钱不就是了！”女
子是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有两辆路
虎车。警方证实她从去年底至今在杭
州几家星巴克内盗窃至少六次，数十个
杯子。偷来的杯子都卖给了小姐妹，圣
诞节还送了杯子给儿子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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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150元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150

前进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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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运通车检
电话：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005号（昌河厂旁）

安检、环检、保险
一站式服务

小分类
大市场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刊登热线

我司招聘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7座商务车）驾
驶员6名。
具体要求：持有C证及以上驾照、有从业资格证、三
年内无责任交通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熟悉九江城
区道路、能迅速规划“门到门”接送旅客路线、遵规守
法、品行端正、团结合作、职业素质良好。
待遇：保底工资+各项奖励收入约3800元/月，试用
期2个月，一经录用，公司统一办理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13803569467 联系人：李先生

九江长运集团公司高速
客运分公司招聘启事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市三中附近宾馆（18间房），地段好，装饰新，客
源足。13979218582许，13970205045杨

宾馆转让

地址：九江市沙子墩庐山路193号
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1510702160215107021602

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
节假日照常上班

兰老师兰老师::1837011206118370112061可微信可微信
梅老师梅老师::1837011206018370112060可微信可微信
竹老师竹老师::1837011206218370112062可微信可微信

免费注册：www.jjhnw.com
牵手红娘
061172，未婚男，1985 年 12 月出生，身高
1.72米，大专学历，九江市人，有车有房（多
套），昌河汽车厂技术员，斯斯文文，彬彬有礼。
诚觅：1986年一1993年出生，高中以上文化，
善良贤惠的未婚女孩牵手一生。

R

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6793会员，未婚男，92年，168cm，研究生学历，
国编学校教师，月薪1万元，有房、有车，不会烟、
酒，温文尔雅，谈吐不凡。觅：本科以上学历，有专
长的女孩。
96970会员 未婚女，88年，158cm，本科学历，事
业单位在编 月薪4000元，有车，诚实爽朗、与人
为善。觅：诚实、乐观，有稳定工作单位的男生。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黄铂金，名表，名包，钻石首饰，手机
数码，各类奢侈品，快速变现。诚信
经营。手机/微信:13007293590

高价
回收

十里转盘，无转让费，208平米
电话：15180629428

门面出租

招
租

烟水亭对面临街旺铺，黄金地段
一二三层共4000平米招租，整
租分租均可。
联系人：石先生 18296237944

出
售

学区房，高档小区，
靠湖靠沃尔玛靠医
院火车站，生活便
捷，拎包入住。面积

86.22平米，85万，联系
电话13707927363。

阳小玉，
45岁左右，身
高 1.52米，文
盲 ，不 爱 说
话，长方脸，
双眼皮，鼻子
较小，耳朵特
别小，耳朵边
有曾经动过

手术的痕迹。患有精神病于2009
年离开家至今一直找不到回家的
路，先在浙江杭州流浪乞讨，后来
到江西九江被人收留，现在住江西
省九江市星子县蓼花镇，因她不认
识字不会写字，只能听口音像是四
川方言，家庭详细地址不记得，只
记得家里的房子是木板房。希望
遇有类似失踪人口的家庭留意，联
系电话15070241821李先生

寻亲启事

中新网消息 随着全国 2017 年经
济数据公布，各省份也陆续揭晓了本地
的 2017经济“成绩单”。从经济总量来
看，2017年多地迈上新台阶，广东、江苏
位列“8万亿俱乐部”；从经济增速来看，
22省份GDP增速超过全国增速；从区域
格局来看，西部地区抢眼，东北经济出
现回暖迹象；从未来发展来看，各地纷
纷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地区下调
了GDP目标。

31省份2017年GDP：
22地增速超全国

据新华社电 贵州省贵阳市警方近
日通报，贵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2017年成功劝阻3000余名市民免
遭电信网络诈骗，共止付 2300万余元，
抓获涉案嫌疑人100多人。

记者了解到，去年贵阳警方共止
付 2500 余张涉案银行卡，止付金额
2300 万余元，冻结 2700 余张涉案银行
卡，冻结金额 2500万余元；侦破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60多件，对 3000余名受害
群众进行成功劝阻，挽救被骗资金1700
余万元。

贵阳警方杠杠的
一年劝阻3000市民
免遭电信网络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