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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
“升格”
为独立物种
濒危程度比大熊猫严重

环球

中国代表呼吁回到国际法框架
解决叙利亚问题

据《新京报》消息 日前，
中美科学家共同
发表论文称，长江江豚与海江豚之间存在着
显著而稳定的遗传分化，提示它们之间缺乏
基因交流而出现了生殖隔离，长江江豚因此
被认定为独立物种。该论文发表于国际著名
生物学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
（《自然
通讯》
）。
长江江豚和海江豚此前都属于
“窄脊江豚”
亚种。被认定为独立物种后，
长江江豚成为中
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鲸豚类动物，
鲸豚类
物种也由原来的89种增加为90种。长时间以
来，
长江和海里江豚的分类关系一直不是特别
清楚，
曾被认为是同一个物种（三个亚种），
后被
认定为两个物种：
以台湾海峡为界，
以南海域是
印太江豚；
以北海域包括长江流域为窄脊江豚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两种江豚形态
上区分的显著特点是其脊背宽窄和疣粒数量多
少。长江江豚被认定为新的独立物种后，
其拉
丁 学 名 也 由“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 修 改 为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
不再需加亚种名。
项目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杨光表示，长江江豚现在仅剩 1000 头
左右。大熊猫通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已经达
到 2000 多头，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
从濒危调整到易危。而考虑到种群的破碎
化，
有效群体更少，
长江江豚的濒危程度比大
熊猫更严重。

我国将发布
首个中国品牌百强榜

据《北京晚报》消息 今年 5 月 10 日“中
国品牌日”期间，我国将发布首届中国品牌
百强榜及重点行业品牌价值前 50 排行榜。
据悉，作为国内惟一品牌价值发布的国
家权威机构，经原国家质检总局研究决定，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负责组织制定品牌评
价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按照国家要求，该
协会每年组织“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并向全
社会发布评价结果。
据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长郑志受
介绍，按照自愿申办和主动评价相结合、不
收费的原则，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品
牌价值评价工作，发布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
和重点行业品牌价值前 50 排行榜。整个品
牌价值评价包括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自主
创新品牌、中华老字号品牌、区域品牌，主要
面向我国具有产业优势、占国民经济生产总
值比重较高、品牌建设基础比较好、品牌评
价条件成熟的相关行业。
即日起到 4 月 30 日期间，新华网将与
中国国家品牌网共同开启“我最喜爱的中
国品牌”评选。消费者可以访问新华网或
中国国家品牌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专题投
票页面，从“中国品牌百强榜”的入围品牌
及其他代表性中国品牌组成的候选名单
中，选出自己喜爱的品牌，最终投票结果将
于 5 月 10 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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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婴儿车雨中等红灯
外卖员脱衣为其挡雨

珠宝店错丢2克拉钻戒
环卫工人从4吨垃圾中找回

》

新华社联合国 4 月 14 日电 联合国安理
会 14 日在美国、法国、英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
打击后召开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马朝旭在会上发言，呼吁回到国际法框架
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马朝旭表示，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避免采
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回
到国际法框架内，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马朝旭指出，中方认为，应对叙利亚疑似
化武袭击事件进行全面、公正、客观调查，得
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靠结论。在此之前，
各方不能预判结果。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
唯一出路，有关各方应继续支持联合国斡旋
主渠道作用，共同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得到政
治解决作出不懈努力。中方愿继续为政治解
决叙利亚问题，为维护中东及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安理会当天表决俄罗斯起草的旨在谴责
美国、法国、英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
议草案。安理会 15 个成员中，
3 票赞成，
8 票反
对，
4 票弃权，
决议草案未获安理会通过。
马朝旭在安理会表决后作解释性发言，
他说，众所周知，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
使用武力，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
和领土完整。任何绕开安理会采取的单边军
事行动都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将给叙利
亚问题的解决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基于这一
原则立场，中国对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投
了赞成票。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再次
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据央广消息 4 月 12 日下午，宁夏
银川普降春雨。在上海路与正源街的
交叉路口附近，一位没有打伞的女士推
着婴儿车正在等红灯。忽然雨势变大，
一位外卖小哥正好路过，连忙停下车脱
下外套，轻轻罩在了婴儿车上方，为孩
子遮雨，并将母子护送到不远处的小区
门口。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网友拍照并
上传到网络，照片迅速流传开来。原
来 ，这 位 好 心 小 哥 叫 苏 伟 ，今 年 只 有
22 岁。据他的同事介绍，苏伟平时就
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青年，面对媒体
采 访 ，苏 伟 有 些 不 好 意 思 ，他 说 ：
“我
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没什么大不
了的，我相信所有人碰到这个情况都
会这么做。”

母亲重伤 8月大宝宝待哺

新华社利马 4 月 14 日电 美国副总统彭
爱心妈妈们闻讯接力喂奶
斯 14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一对青海籍母
好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应对叙
子在甘肃境内发生车祸，8 月大婴儿嗷
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嗷待哺。事发后，许多正在哺乳期的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妈妈相继赶到医院，为这名孩子接力
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
喂奶。
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极大成功”，打击
记者从甘肃省人民医院了解到，这
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位婴儿名叫煊煊，父母青海籍人，一家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利亚化武
三口日前在甘肃陇南突遇车祸，父亲当
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打击，彭斯说，
“美
国确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 场身亡，母亲多处骨折，小煊煊头部眼
部受伤。更让人担心的是，孩子习惯了
他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
母乳，却因母亲伤势太重不能喂养。
武器，
将为此付出
“极大代价”
。
小煊煊一家的遭遇在当地引发关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日
注，
爱心人士自发组建
“拯救重伤母子”
前据称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府动 “关注陇南车祸母子”等微信群，爱心很
快在网络上汇聚和传递。母子二人的
武。美国东部时间 13 日晚，特朗普宣布，已下
安危牵动无数市民的心，不少爱心人士
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
赶到医院，为宝宝送来衣服、奶粉、尿不
行
“精准打击”
。
湿等婴儿用品。
叙利亚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叙政府
得知煊煊喂养难，很多哺乳期的爱
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
心妈妈纷纷赶到病房接力喂奶。据医
击，这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际法的蔑
护人员介绍，煊煊目前由一位爱心妈妈
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
每天去医院母乳喂养两次，孩子内眼结
与安全。叙政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
构没有损伤，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对叙的此次袭击。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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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趣闻

东方网消息 4 月 9 日晚上 7 点，开
平公司一线驾驶员姚卫国同以往一样，
来到位于淮海中路普安路的上海广场开
展生活垃圾清运作业，而与以往不同的
是，一位黄先生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他。
看到姚师傅的作业车一到，黄先生
就即刻跑上前去求助：
“我的钻戒不小心
扔进了垃圾桶！”经了解得知，这位黄先
生是一家珠宝店负责人，在盘货时发现
店内少了一枚价值 10 万元的 2 克拉钻
戒。黄先生猜想可能是不慎与垃圾一同
被打包进垃圾袋。姚师傅安慰黄先生
说：
“ 不要急，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找到钻
戒。”然而垃圾箱房里共有 60 余个垃圾
桶，如何在这逾 4 吨的垃圾中找到钻戒？
姚师傅凭借近 20 年的工作经验，详细询
问了黄先生投放垃圾的时间、地点、楼
层，再与垃圾箱房管理员仔细确认，将搜
寻目标大幅缩小至 10 桶垃圾。
经过姚师傅的协助“筛查”，黄先生
只用了十分钟时间，便从垃圾桶中翻出
了丢失的钻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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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个性化定制”疫苗
有效治疗晚期卵巢癌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4 日电 一个瑞
士科研团队最新报告说，他们研制出一
种个性化卵巢癌疫苗，临床显示可有效
激活患者自身免疫反应，延长卵巢癌患
者寿命。
卵巢癌由于难以发现，70%到 75%
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并扩散，故有
“沉默杀手”之称。在临床试验中，研究
人员为 25 名晚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制
成了“个性化定制”的卵巢癌疫苗，这些
患者的 5 年预期生存率仅为 17%。患者
在淋巴结处被注射疫苗，淋巴结是树突
状细胞与免疫 T 细胞“接头”的重要场
所。一些患者仅接受了疫苗，另一些患
者则接受疫苗与一种化疗药物结合治
疗。结果显示，25 位患者体内针对卵巢
癌细胞的 T 细胞大量增加，数量达到足
以杀死肿瘤细胞的水平；患者总共接受
了 16 次疫苗注射，没有人出现不良反
应。与仅接受化疗药物患者 44%的两年
生存率相比，在同时接受疫苗注射和化
疗药物的患者中，两年生存率达到 78%。
此外，有一位患者在仅接受疫苗注
射 5 年后癌症都未复发。在参加这一临
床试验前，她的卵巢癌在化疗后已复发
两次。研究负责人拉娜·坎达拉夫特表
示，此次研究展示出这种卵巢癌疫苗的
应用前景，但还是初步成果，研究人员下
一步计划扩大临床试验范围。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没有婚托的婚介

黄金屋商铺王 高薪诚聘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叉车出租 2-10t

搬公司、
搬厂、
专业搬
钢琴、
空调拆装、
起重、
长短途搬家。
搬家起步价：
150 元

前进搬家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150

8582345

老字号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
空
调、
家具拆
装等。

小分类 大市场

酒楼转让
怡居苑一期门口，上下两层，400m2，有固定
客源，接手可营业。13879258800徐先生

信华广场44.4m2，
92万月租4200元；
二亩
地 81m2，168 万包税；柴桑大市场门面
124m2，
66万元；
大中路步行街162.82m2，
1280 万年租 80 万；三里街庐峰小区
76.17m2，
53万。15870869258

甲级商务写字楼招租

高层景观
362 平米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22楼，林生15870857800

十里转盘 门面

无 转 让 费，
208 平 米

15180629428 出租

小轿车驾驶员：5年以上驾龄，
年龄不限，
国企退
休驾驶人员优先。工资3000元/月，
提供吃住。
招聘电脑刻绘员（1 名）：懂电脑，会 photoshop\
CorelDRAW\cad\word\excel 等 软 件 。
室内设计师（数名）：
平面图、效果图、施工图都
需要，
底薪+提成。每月5000元-15000元。
跟单员：沟通能力强，年龄不限，底薪+
提成，
每月 5000 元-12000 元。
做珠宝柜台的木工：
（数十名）240 元/天，
工作 8.5 小时，
年龄 55 岁以内

潘先生 15070223008、15070219988

招聘储备干部

九江人保市辖区15879232529（陈梅生）

都 市 情 缘
96986丧偶男，
82年，
168cm，
毕业于名校，
央企中层
干部，
年薪 10 万+，
有房、
有车，
品行兼优，
不沾烟、
酒、
赌，
一子读小学。希望对方未婚或短婚未育，
离异身边
带女孩，
善解人意的女士。

九江棋院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招收4岁以上儿童

总部：
南湖路72号（航空宾馆三楼）
一分部：
花果园小区 6-9
二分部：
莱茵美郡 4 幢 104 室
8587769 13607029965

96989 离异男，73 年，168cm，军转干部，月薪
5000 元，成熟稳重，有事业心、上进心，无不良嗜
好，
有房，
小棉袄随对方。觅:79 年后出生身边无
孩子女士。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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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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