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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 KTV转让
四码头中心地段，4500m2，租金低
电话：18379289999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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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商消费维权：12315
● 行政执法：12319
● 电力监管举报：1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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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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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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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招租
三中附近，沙子墩，三室一厅，
条件简朴但功能齐全，租金面
议，租期一年以下勿扰。
15979941700（周女士）

中储棉九江公司（央企）位于濂溪区
新港镇，紧邻诺贝尔陶瓷公司，拥有
现代化的消防、监控设备。现有部分
单栋2000m2的仓库和叉车招租。
手机：13970281058 江先生

仓库招租

每日点评

昨日两市大幅高开后，一路震荡下
行，盘中创指一度大跌超1%，午后在天
然气、国防军工板块持续走强带动下，
三大股指全面反弹，沪指率先翻红，大
涨逾1%，行业板块多数收涨，赚钱效应
显著回升，截止收盘，沪指报 2686.58
点，涨 1.15%，深成指报 8163.76 点，涨
0.65%，创指报1391.28点，涨0.40%。

从盘面上看，页岩气、国防军工、天
然气居板块涨幅榜前列，生物制品、白
酒、赛马概念居板块跌幅榜前列。

分析认为，在连续的极度缩量之
后，市场成交情绪已经到达冰点，而此
种情况下，指数一般下行空间十分有
限，盘中小幅的资金异动都有可能带动
指数的反弹，而昨日盘中就是明显的体
现。不过，我们仍需关注的是注入医药
板块的很多个股仍在杀跌，也就表明指
数全线反弹还需时日。当然，2700点下
方，我们能看到的是支撑逐步的强势，
尤其是在多因素推动下，底部迹象也是
越来越明显。因此，目前要做的仍是继
续加快优质标的的筛选，从战略上做好
随时介入的准备。操作上，指数短期区
间震荡中，继续关注个股机会，尤其是
超跌个股以及优质的成长股。

三大股指V型反转
沪指涨1.15%

新华社洛杉矶9月12日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克恩县警方当地时间 12日
说，该县贝克斯菲尔德市当天傍晚发生
一起严重枪击事件，导致包括枪手在内
的6人死亡。

当地警方称此事件为一起“群体性
枪击案”。警方向媒体介绍说，一名男子
和妻子在一家货运公司与另外一名男性
发生冲突后，将这名男性射杀。该男子
随后又开枪打死妻子并杀害其他 3人。
该男子此后在与警方对峙中自杀身亡。

警方尚未披露死者身份及事件原
因，称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

新华社科威特城9月12日电 亚丁消
息：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政府军已成功
切断胡塞武装位于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
与首都萨那之间的关键供给线，这将极大
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和后勤物资输送。

也门政府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
官12日告诉新华社记者，在新一轮也门和
谈流产后，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荷台达市
东部进行了数月以来最猛烈的交火。

这名军官说，当天，在沙特领导的多
国联军的空袭掩护下，也门政府军成功
切断了胡塞武装位于荷台达市与其控制
的首都萨那之间的关键供给线——“16
公里线”公路。“这意味着胡塞武装的军
事和后勤物资输送将受到极大影响。”

据这名军官介绍，本次交火中，15
名胡塞武装高级头目被打死，数十名武
装分子受伤。胡塞武装掩埋了大量地
雷和炸药，以阻止政府军的不断推进。
目前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已前往荷台
达北部，计划切断胡塞武装所剩的唯一
一条供给线。

也门政府军宣布已切断
胡塞武装关键供给线

美国加州发生枪击事件
致6人死亡

重庆：1197人因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被查处

新华社重庆 9 月 13 日电 重庆市
纪委监委13日公开通报了今年以来重
庆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的情况。截至 8月 31日，重庆市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44个，处
理1197人，涉及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公款旅游等情形。

据了解，重庆市纪委监委在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建立了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月报制度。2018年8月，
重庆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161个，处理253人，其中地厅级领导
干部10人，县处级领导干部61人。而
从今年以来至8月31日，重庆市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44个，处理
1197人，其中包括 30名地厅级领导干
部和29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

首例洪泽湖生态资源保护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公开宣判

新华社南京 9 月 13 日电 江苏淮
安市首例洪泽湖生态资源保护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2日公开宣判。
综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淮
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对被告人吕某某等 14人分
处拘役和罚金等刑罚，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对被告人严某某等 2人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2000元。

经法院审理认定，2018年3月期间，
被告人吕某某等14名被告人明知洪泽
区南三河水域系禁渔期、禁渔区，仍然单
独或伙同妻子分别在该水域使用多层拦
网等禁用的渔具非法捕捞，捕获总量达
4600余公斤，非法获利2.9万余元。被
告人严某祥、严某余明知吕某某等14人
所销售的水产品系犯罪所得仍予收购。

宣判后，本着“谁破坏谁修复”原
则，洪泽区政法委机关还组织了增殖放
流生态修复活动，将被告人主动缴纳的
修复费用购买了8万余尾鱼苗，并将其
放流到洪泽湖，用于湖区生态修复。

8万现金被家人当垃圾扔了
进焚烧炉前25分钟被找回

《楚天都市报》消息 近日，湖北省武
汉市蔡甸区一居民在办丧事时，误将装
有 8万多元现金的塑料袋，当成垃圾扔
进垃圾桶。幸运的是，在进焚烧厂的火
炉之前25分钟，这批现金在垃圾堆中被
扒回。13日，当事居民刘先生（化姓）提
起此事，还有些后怕。

4日凌晨，家住幸福春天小区的刘先
生家里办丧事。当时，家中有两个相近的
黑色袋子，一袋用于装垃圾，另一袋装有8
万多元现金。刘先生的家人误将装钱的
袋子，扔进了小区垃圾桶。清晨6时许，
刘先生发现装垃圾的袋子还在家里，装钱
的袋子却不见了，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
迅速跑到小区垃圾桶查看，却傻了眼，里
面空空如也，垃圾已被转移。情急之下，
他拨打了市长热线求援。6时40分，大集
垃圾中转站站长接到了刘先生求援信息，
当即查找垃圾去向。此时，从幸福春天小
区收集的垃圾，正运往位于汉阳的锅顶山
垃圾焚烧厂。“估计垃圾车还没有到终点，
兴许还来得及。”站长当即与锅顶山垃圾
焚烧厂安全专工取得联系：“十万火急，我
们的垃圾中有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垃
圾袋，一定要将车辆拦截下来。”随后，刘
先生及家属赶往焚烧厂寻找。为尽快找
到丢失的现金，工作人员将车上15吨垃
圾倒成三堆，然后调来铲车把垃圾平整，
让刘先生一家人用耙子在垃圾中寻找。
在扒第一堆垃圾约30分钟时，刘先生就
发现了装钱的黑色袋子，打开一看，8万多
元分文不少，全家人喜笑颜开。“如果要是
晚来25分钟，这袋钱有可能灰飞烟灭。”

大一新生高2米重130公斤
睡觉得占2张床

环球网消息 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
张鸿浩，是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的大一新生。与其他刚入学的大一新
生不同，张鸿浩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能否
适应全新的大学生活，而是学校是否有
足够大的床让他容身。张鸿浩身高 2
米、体重130公斤，宿舍的标准床铺长度
是1.94米，显然不能适应大个子的身高
需求。为此，学校将相邻的两张上铺中
间的格栏拆除，两张床铺并成一张床
铺，打造出了一张“姚明床”，确保张鸿
浩能够平躺着踏踏实实睡觉。

股评》

人工智能助新型可穿戴
设备更精准监测心脏

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 英国剑桥
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科研人员成立的一
家创业公司研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新型
可穿戴设备，可监测心脏和心血管功
能，这款无线设备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实时进行心率和呼吸方面问题的分析。

据剑桥大学介绍，这一名为“心识”
的可穿戴设备非常轻便，具有防水外
壳，配备多个精密传感器，可实时收集
使用者的心电图、体温等重要指标，更
重要的是设备能无线将这些数据传输
到云端——即远处的数据中心，再由一
个专门设计的人工智能算法来分析使
用者是否存在异常的心率等问题。

研究团队表示，这个专门开发出来
的人工智能算法能自动分析心电图数
据，准确度超过95%。研究团队希望这
一设备能改善普通人对心率异常的监
测，并降低中风几率，他们已在英国开
始对该设备进行临床试验。

科技》

津巴布韦首都霍乱疫情
致21人死亡

新华社哈拉雷9月12日电 津巴布
韦卫生部12日发表声明说，截至当天上
午，津首都哈拉雷暴发的霍乱疫情已导
致 21 人死亡、超过 3000 人入院治疗。
津警方当天宣布在哈拉雷暂时禁止公
众集会，以防止疫情蔓延。

此前，津政府已宣布哈拉雷进入紧
急状态。津卫生部长奥巴代亚·莫约11
日向媒体表示，政府正确保大部分病患
得到有效治疗，同时在疫情高发地区采
取禁售生鲜产品、学校停课等措施，以
防止疫情扩散。此外，政府已要求相关
机构和公司提供帮助，为疫情高发地区
居民提供安全用水。

此次疫情始于 9 月初，感染的病
患多来自哈拉雷西南郊的高密度居
住区。

10天内2.2万名台胞
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

《人民日报》消息 国台办发言人安
峰山 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公
布后，受到广大台湾同胞普遍欢迎和肯
定。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10日止，10
天已有超过 2.2万名台胞申领了居住
证。此次制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内置
芯片、登记指纹，主要是为了证件的便
捷使用和防止冒用。居住证所使用芯
片采用的技术十分先进，可有效保护芯
片内登载的个人信息不被窃取或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