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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将于3月3日下午3时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会上，2000 多名全国政协委
员将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将
对开幕会俞正声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将对开幕会作实时报道。

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各代表团召开会议，推选团长、副团
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审议大会议程草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3月3日下午3时开幕

盐城一男子拿斧头追民警
还砸坏警车
《现代快报》消息 2 月 21 日 12 时

许，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许河派出
所接 110指令，称许河镇某超市内有一
纠纷，民警到现场找到超市老板了解
情况得知，54 岁的村民崔某在超市买
好东西用支付宝付款，可两次均失败，
崔某便与超市收银人员发生争执，期
间将收银台电脑损坏。事后，崔某的
女儿来向超市支付钱款后离去。

超市老板向民警表示，要追究崔
某损坏收银台电脑的法律责任，于是
便带路到崔某家了解情况。“半路上我们
看到崔某在路上走，我下车询问他的个
人情况，可他转身要离开，我上前劝阻，反
被崔某用双手揪扯警服，导致我的警服
拉链损坏。”随后，民警以崔某涉嫌故意损
坏公私财物为由对其口头传唤，可其不
予理睬，并出手欲打民警，被现场围观群
众制止，民警随后驾车回所带人增援。

增援民警将车停到崔某家门口，
可未来得及说话，崔某直接高举斧头，
从家中冲出，上前将警车副驾驶位置
玻璃砸碎，接着拿着斧头绕警车追赶
执法辅警。此时，现场民警在一旁准
备拿手机拍摄，崔某又持斧头追赶民
警，后斧头被现场围观群众夺下。

3岁女童5楼坠下被接住
施救邻居受重伤昏迷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 日电 美国
研究人员发现，人体皮肤上一种细菌可
能有防癌功效，这为开发新疗法或防晒
产品提供可能。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皮肤病学教
授理查德·加洛团队在最新一期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健康人
皮肤上常见的表皮葡萄球菌能抑制某
些癌细胞增殖。他们发现，表皮葡萄球
菌的一些菌株会产生名为6—HAP的化
合物，干扰脱氧核糖核酸（DNA）合成，
抑制皮肤肿瘤生长。

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小鼠接受紫外
线照射，当小鼠皮肤上存在不产生 6—
HAP的表皮葡萄球菌菌株时，小鼠会长
出较多皮肤肿瘤；当存在产生 6—HAP
的菌株时，肿瘤则较少出现。

他们还发现，给患黑色素瘤的小鼠
静脉注射 6—HAP后，肿瘤生长受到明
显抑制，而且6-HAP不会对小鼠产生全
身毒性。

加洛告诉记者，日常洗脸洗澡等通
常不会对皮肤上的表皮葡萄球菌造成
影响，因此很难通过简单清洗去除有益
菌株。将来人们有望利用这种细菌开
发新的抗癌疗法或护肤产品。

皮肤上一种细菌
或可用于防癌

据新华社电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3月 1日在国情咨文中关于发展导弹力
量的表态，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违反
《中导条约》。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在记者会上说，普京的言论证实了俄罗
斯十多年来一直在研发“能够制造不稳
定因素的”武器系统，直接违背了俄罗
斯在《中导条约》下的义务。

她同时表示，美国的防卫能力“将
继续保持不逊色于任何人的水平”。美
国政府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已明
确表示，美国将推进核武器库现代化，
以确保核能力“无可匹敌”。

普京1日在莫斯科对议会两院发表
国情咨文时说，俄正在测试新一代重型
洲际弹道导弹和开发超过 20马赫的导
弹系统等先进武器。他表示，俄提高军
力旨在有效保卫和平，维护世界战略平
衡和国际安全局势。

美国和苏联于 1987年 12月 8日签
署《中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
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
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近年来，美
俄两国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反条约。

美国政府指责
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

中新网3月2日电 随着意大利3月
4日大选日临近，在大选的最后冲刺阶
段，各个参选阵营“豪言”不断、频出奇
招，而且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借以争取
民意，赢得更多选票。

报道称，近日，意大利某竞选阵营
为了争取女性选民，突发奇想，打出了
保护女性安全的大旗，组织在米兰地区
的多处火车、公交车站，向过往的女性
派送辣椒喷雾器，呼吁加强对女性的安
全保护。当天，该竞选阵营多名候选人
和工作人员分别前往米兰周边的贝萨
纳伊·恩·布里亚恩扎、塞雷尼奥、蒙扎
等地火车站和汽车站，向女性乘客派送
辣椒喷雾器。

该竞选阵营候选人表示，向女性派
送辣椒喷雾器，目的在于提醒意大利女
性注意安全，不断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
安全意识。同时唤起社会进一步完善
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和措施。

意参选阵营拉选票:
向女性派送辣椒喷雾器

《贵州都市报》消息 2月28日下午，
贵州凯里棉纺厂发生惊险一幕，年仅 3
岁的冯宝宝（化名）从 5楼坠下，眼看就
要摔在地上，危急时刻，正在楼下的陈忠
平接住了她。不过，陈忠平也因此而身
负重伤，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原来，2月28日16时30分到17时之
间，冯宝宝的外婆杨女士出门去倒垃圾，
冯宝宝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出来
时没关门，钥匙则放在了家里。”杨女士
说，返回来时，傻眼了，门已关上。

由于外孙女在家，她认为不能大意，
便花钱请来了开锁师傅。但开锁的声音
惊动了冯宝宝，她起身将钥匙插入锁孔，
增加了开锁的难度。

之后不久，杨女士听邻居说，外孙女
爬到了屋后的窗户上，情况危急，她立即
赶往楼下。刚到楼下，外孙女就坠落了，
先砸在了楼下的雨棚上，然后顺势滚下，
被陈忠平接住。

“接住孩子之后，陈忠平被砸伤就倒
在了地上，进入了昏迷状态，孩子也滑落
在地，左腿骨折。”杨女士说。

据了解，今年 49岁的陈忠平是凯里
涤纶厂的下岗职工，居住在凯里棉纺厂
24栋，现在是交通协管，在凯里金冠酒店
附近协助交警疏导交通。

为溶肾结石每天喝可乐
男子两年后患怪病

《武汉晚报》消息 为了溶解肾结石，
男子每天喝两大瓶可乐，不料溶石不成
结果导致冬天脚冰冷，头却不停冒汗。

54 岁的陈先生家住武汉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沌口，5 年前查出双肾结石。
他曾在医院接受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
无奈不久后结石又重新长了出来。

两年前，听朋友说喝可乐可以溶解
结石，陈先生开始寄希望于这种碳酸饮
料。他从一开始的每天600毫升不断加
量，如今每天要喝两大瓶，加起来有 2.5
升的量。入冬以来，陈先生发现自己患
上了怪病——气温跌到 0℃以下后，他
脚穿两双袜子仍觉得冷，头上却疯狂流
汗。为此，他做了包括CT在内的一系列
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武汉市中医
医院汉阳院区肾病科王刚医生拿脉之后
告诉他，每天大量喝可乐，正是导致这一
现象的“真凶”。

那么，“可乐溶石”究竟靠不靠谱？
王刚解释，可乐仅对于植物性胃结石有
一定溶解作用，比如空腹大量吃柿子、山
楂后形成的结石。肾结石患者长期喝可
乐只会加重病情，平时还是应该多喝白
开水。

据新华社电 1日，记者从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旅游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九寨沟景区将于3
月 8日起在“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
限方式”的前提下逐步开放，并下调门
票价格，使景区回归其公益属性。

根据阿坝州公布的九寨沟开放方
案，九寨沟开放区域为沟口经诺日朗瀑
布至长海、扎如沟的扎如寺和日则沟的
镜海。其中，长海、五彩池、镜海、诺日朗
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瀑布、扎如寺等
景观为步行游览区。据介绍，九寨沟开
放景区的游览时间为每日8时至17时，
日接待游客限制在2000人以内，且只接
待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开放后的九
寨沟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需提前预约购
票，旺季每张110元，淡季40元。

九寨沟景区8日开园
路线票价公布

国内》 环球》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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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 3 月 2 日电 阿塞拜疆首都
一处戒毒中心起火，导致至少 30 人死
亡。当地媒体表示，此次的事故还导致
4人受伤，他们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阿塞拜疆一戒毒中心
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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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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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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九江市车辆修配厂门面招租，大
中 路 330 号 门 面 ，面 积
45.81m2，现招租。
电话：8224365 13707926674

招
租

八里湖新区南组团安置小区幼儿园（面积为2029平方
米），位于八里湖新区蛟滩安置小区，毗邻柴桑区第一中学，
配有停车场，周边绿化率极高，现向社会招租，诚邀有实力、
有资质的幼儿园入驻。

招租单位：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叶先生 15387928705

八里湖新区南组团安置小区幼儿园公开招租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院2日启动
了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
台（eXTP）背景型号项目。作为硬X射
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的继任者，
eXTP 卫星有望于 2025 年前后发射运
行，并在此后10年间成为该领域国际领
先的旗舰级X射线空间天文台。

该项目科学负责人、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介绍，eXTP的主
要科学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奇二星三极
端”，即基于对一奇（黑洞）和二星（中子
星和夸克星）的观测，致力于研究极端
引力条件下的广义相对论、极端磁场条
件下的量子电动力学和极端密度条件
下的量子色动力学等理论，为终极回答

“黑洞附近会发生什么，真空量子涨落
产生什么，中子星内部是什么物质状
态”等重大科学问题作出贡献。

中科院启动下一代
X射线空间天文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