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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8月8日电 今夏的热浪让
不少国家的人们苦不堪言。英国一项最新
研究称，如果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未来热
带、亚热带地区以及美国、欧洲等地因热浪
死亡的人数都会持续上升。

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等机构研
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个计算模型，预测了
2031年到 2080年间，全球 20个国家中 412
个社群可能因热浪死亡的人数。

研究团队在美国在线期刊《科学公共
图书馆·医学》上发表论文说，在气候变化
的极端情况下，与 1971年至 2020年间的情
况相比，在 2031年到 2080年间菲律宾因热
浪死亡的人数将涨至目前水平的约 12倍，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上
涨到约5倍，英国的相关死亡人数也会上涨
到约4倍。

不过研究也指出，如果各国都遵守关
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加强减排温室
气体，这个计算模型预测的死亡人数会降
低很多。

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
医学院学者加斯帕里尼说，气候变化可能
导致未来热浪更频繁发生，程度也可能更
严重，希望这项预测性研究能够为决策者
提供参考，帮助他们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
策略。

研究团队建议，容易受到热浪影响的
国家可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管理和
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加强准备，以便缓解
这类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研究说气候变化
可能使因热浪死亡人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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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市纪委官网消息 重庆市渝
北区委原常委吴德华 9日被“双开”，双
开通报称其“购买、私存反动杂志”“加入
非法组织，企图自创歪理邪说”等。

吴德华，1973年6月出生，湖北武汉
人，曾任渝北区副区长，2016年 12月任
渝北区委常委，今年 5月被免。官方通
报称，经查，吴德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丧失政治立场，与党中央离心
离德，购买、私存反动杂志，传播政治谣
言，加入非法组织，企图自创歪理邪说，
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热衷占卜打卦，对抗
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长期收受下属礼金，经常出入私人会所，
带坏当地政治生态；违反廉洁纪律，搞权
钱、钱色交易；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亿赞普（北京）公司法定代表
人等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
罪。吴德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理
想信念，毫无“四个意识”，毫无党性原
则，政治上反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
落，公器私用，把公权力用于为自己、封
建迷信组织谋利，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
题交织，大德、公德、私德样样失守，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问题严
重集中，性质十分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重庆一官员被双开：
购买私存反动杂志

美国官员威胁或对俄罗斯
采取更严厉制裁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8
日表示，美方认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俄
前特工中毒事件中违反国际法，决定对
俄实施制裁，并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对俄
采取更为严厉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发表
声明说，俄罗斯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
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遭神经毒剂袭
击，美方认定俄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
法使用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
生化武器。

声明说，美方决定对俄实施制裁，相
关制裁将于8月22日前后生效。声明并
未说明对俄具体制裁内容。

同日，在有关美国决定对俄罗斯制
裁的电话吹风会上，多名美国国务院高级
官员表示，本轮制裁中，一切涉及国家安
全的敏感商品和技术，如航空工业用燃气
涡轮发动机、电子设备元件、集成电路、测
试及校验设备等，都将被禁止对俄出口。

这些官员表示，制裁旨在要求俄罗
斯同意不再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或对其国民使用致命生化武器；同意接
受联合国或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第三方观
察员对俄方行动进行现场核验，或以其
他可靠方式证明俄方不再违反国际法使
用生化武器。

这些官员表示，如果在本轮制裁开
始执行后三个月内无法确认俄罗斯履行
美方要求，美方将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
措施。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战机 8日晚对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12个目标实施轰炸，以回应哈马
斯向以南部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
巴方说轰炸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6
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此
次轰炸的哈马斯目标包括一家工厂、一
个位于加沙海边的地道以及制造火箭
弹等武器的设施等。

以色列战机轰炸
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

据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地震监测
部门说，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 9
日下午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尚未收到
人员伤亡报告。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
消息说，地震发生于雅加达当地时间12
时 25分（北京时间 13时 25分），震中位
于龙目岛北部陆地，震源深度为 12 公
里。此次地震未触发海啸预警。

龙目岛北部陆地 5日发生 7.0级地
震。印尼抗灾署8日说，地震已造成131
人死亡，另有1477人重伤。

印尼龙目岛发生6.2级地震

据新华社电 江西南昌市教育局日前
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
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在全市各级各类
幼儿园中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禁止提前教
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
内容，纠正布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
业、组织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等行为。

方案要求，各级各类幼儿园要全面开
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不能坚持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脱离幼儿生活情景，以课堂集中
授课方式为主组织安排一日活动，或以机
械背诵、记忆、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
技能性强化训练的行为。

南昌禁止幼儿园
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

每日点评

三大股指全线暴涨
沪指涨1.83%
国产软件领涨

昨日两市小幅低开后，一路震
荡上行，沪指大涨近 2%，一度站上
2800 点，创指大涨近 4%，逼近 1500
点整数关口，A 股呈现普涨行情，行
业板块全线上涨，科技题材板块爆
发，周期板块相对低迷，市场人气集
聚回升，赚钱效应明显，截止收盘，
沪指报 2794.38 点，涨 1.83%，深成指
报 8752.20 点 ，涨 2.98% ，创 指 报
1497.61点，涨3.44%。

从盘面上看，行业板块全线上
涨，国产软件、芯片概念、网络安全
居板块涨幅榜前列。

分析认为，鉴于长期对于市场热
点结构的深度思考，小盘股赚钱效应
是市场见底的重要因素。昨日股指
在前日震荡之后，再度迎来一次单日
大涨，与8月7日大涨所不同的是，昨
日盘面的主要攻击力量来源于小盘
股群体，创业板最高更是大涨近4%，
小盘股超强的赚钱效应对阶段性底
部的形成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总结
一句话：昨日小盘股全面的活跃是市
场见底的重要因素，但预计一天的大
涨并不能催生后期指数连续上攻，而
将小盘股暂时定义为波段反弹行情
比较客观，软件、芯片板块中的龙头
品种是重点方向。

市场迟迟未有起色下，目前已
经不是基本面所左右的了，而是“内
忧外患”下的情绪所致。而在此之
下，从全面放松到维稳出手，政策面
给市场带来了积极的响应，无论是
稳金融还是稳汇率，亦或是释放养
老目标基金消息、包括多项措施促
稳定，都对市场情绪面带来了较大
的提振；而贸易战下，随着国内发起
第二轮对美国的反击，这种有力的
回应也给信心层面增加砝码。正是
如此，整个A股迎来有力反弹，并且
短期确定为有效。而且从多角度
看，这个反弹有望持续，预计会持续
到下周初。可积极逢低进行个股博
弈，但目前趋势性反弹并不具备基
础，需要适当的快进快出。操作上，
指数短期反复延续中，继续关注个
股机会，尤其是超跌个股以及优质
的成长股。

据新华社电 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主办的 2018 中国网络安全年会将于
14日至 1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主
题为“荟聚安全大脑、护航智能生态”，来
自国内外的网络安全产业界人士及专家
学者将围绕这一主题交流探讨。

本次大会围绕应急响应、态势感知、网
络攻击与溯源、数据安全等热点领域，设置
了全体大会、8个特色分论坛、中国网络安
全技术对抗赛、技术培训活动等。此外，首
次举行的网络安全创新产品（技术）评选
活动也将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据悉，中国网络安全年会自 2004年
以来已连续举办14年。

2018中国网络安全年会
聚焦应急响应

男子苦练铁砂掌9年
一年要劈15吨大理石

梨视频消息 2009年，山东济南男子朱
新民辞掉了干了10多年的厨师工作，开始专
心苦练铁砂掌。经过9年的训练，朱新民的
手掌已经明显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他的手掌
周长有30公分，手掌厚7公分。八九公分厚
的大理石条块，朱新民一掌就能劈开。

据朱新民介绍，他每年练铁砂掌至少
要消耗 15 吨大理石，掌力甚至能达 1600
斤。自从练了铁砂掌后，他已经获得多项
国际武术节的金牌。下一步他还将去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最短的时间内单掌劈
断大理石，从而证明自己。

厚厚的大理石被一掌劈断厚厚的大理石被一掌劈断。。

黄金屋商铺王
华东市场长江大道路边拐角98m2108；华东
市场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利江市
场40.25m245万月租1800；大中路步行街
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东方塞纳西
门口64.27m2，65.8万。15870869258

九江市一家拥有职业棋手
担任教练的围棋培训机构。
电话：13320024040

荣华棋院

82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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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

刊
登
热
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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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毛家饭店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8212877/8356009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回收家中各种老酒13970257299

空调、冰箱（柜）、洗衣机、热水器、电视
机、水电安装业务。18720283462黄

家电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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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刊登
热线小分类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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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酒店二层楼二十多间
房，整体转让，原用于按摩，
足浴，装修豪华，有意者联系
刘先生13879208819

低价转让

恒盛科技园写字楼160m2已装
修，1元/m2/天；万达旁3室2厅
住宅 125m2已装修，1850元/
月；李13979207722无中介费

房屋
出租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田英章九江书院—雅华书院
书 法 培 训

◎面向全体、突出重点；◎因材施教、
培训特长；◎开放式、手把手的教学。
电话/微信：13879203201（户）

15179276181（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