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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总理表示将对
部分乌克兰人进行制裁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0 月 24 日
电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日前表示，俄
政府将根据总统普京的命令对部分乌克
兰人进行制裁。

塔斯社23日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话报
道，俄罗斯政府将于近期公布制裁措施，主
要内容将包括冻结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乌克
兰人在俄资产和银行账户等。梅德韦杰夫
还表示，俄罗斯将禁止从乌克兰进口部分
商品。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俄罗斯仍是乌
克兰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制裁或将给乌
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据报道，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已经
通过多项法令对俄罗斯个人和法人采取
经济制裁措施。

联合国副秘书长警告
也门面临特大饥荒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3日电 联合国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23
日警告说，一场迫在眉睫的特大饥荒将
席卷也门，估计面临饥荒的人口将达到
14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洛科克在向安理会通报也门人道主
义局势时说，也门饥荒的规模将达到所有
当今人道救援人员职业生涯中所未见的
情形。估计也门面临饥荒的人口将达将
达 1400万，大约是也门全国总人口的一
半。他说，由于内战经年，数以百万计的也
门人靠食品救援生存，但救援仅仅能够保
证这些人活命，他们的免疫系统面临崩溃，
很容易罹患营养不良症、霍乱或其他疾
病。自2015年以来，也门的国内生产总值
下降了一半，60万个工作机会丧失，超过
80%的也门人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英国开发
在南极使用的无人船

新华社伦敦10月23日电 英国东英
吉利大学近日表示，该校团队正与一家公
司合作研发一种能在南极海域严酷环境
下使用的无人驾驶船，这有助为科学家分
析海平面上升原因获取更多重要数据。

极地海域长期航行的一个挑战就是
船体如何承受严寒环境考验，在气温低
于零下10摄氏度的环境中，飞溅的海水
有可能在船体表面立即结冰。大量的结
冰会让船上传感器无法运作，并导致船
体上部重量增加，严重时可致翻船。

为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团队正在筛
选一系列涂层材料，以便让船体表面

“不粘”。此外，这艘无人船将依靠海浪
来推动它前进，船上装备了太阳能板给
电子系统供电。卫星通信设备则确保
所采集数据能及时传输到岸上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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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份开展政府购买公租房
运营管理服务试点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23日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建部、财政
部根据地方自愿原则以及公租房发展情
况,确定在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西、
四川、云南、陕西等 8个省份开展政府购
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

住建部近日公布的《推行政府购买
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试点方案》明确，
试点地区要全面梳理现行属于政府职责
范围、由财政支出安排的各类公租房运
营管理内容，凡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
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事项，可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实施。

根据试点方案，购买内容主要有:入住
和退出管理事项，主要包括组织选房，租
赁合同签订、续签、变更,办理入住手续，采
集新入住住户基本信息，建立住户档案，
办理退房手续；不得包括对保障资格的准
入和取消。租金收缴和房屋使用管理事
项，维修养护事项及综合管理事项。

试点方案强调，试点地区要结合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和公租
房运营管理现状，合理确定购买内容，将
适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公租房运
营管理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
目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通过试点，将在试点地区建立健全
公租房运营管理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公
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管理制度与流程，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为
提升公租房运营管理能力提供支撑。

湖南发生两起非洲猪瘟疫情
已无害化处理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农业农村部
新闻办公室10月23日发布消息显示，湖南
省益阳市和常德市排查出生猪非洲猪瘟疫
情。目前，这两起疫情已得到无害化处理。

10月 22日 14时,农业农村部接到中
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湖南省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样品经中国
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
疫病研究中心)确诊为非洲猪瘟。阳性样
品来自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和常德市桃
源县的2个养殖场，位于桃江县的养殖场
存栏生猪 546头、发病 44头、死亡 17头；
位于桃源县的养殖场存栏生猪268头、发
病208头、死亡31头。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出
督导组赴当地。当地已按照要求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采取封锁、扑杀、消毒等处
置措施，对全部病死和扑杀猪进行无害
化处理。同时禁止所有生猪及其产品调
出封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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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10月23日电 近日,郑州
一名3岁男童不慎丢失人工耳蜗，在郑州
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市民在朋友圈、网
络上转发消息，帮助男童“找耳朵”。

男童的家长说，由于听力受损,半年
前这名儿童通过手术配上了人工耳蜗，
但由于当时仅配了一个耳蜗，如果这个
耳蜗找不回来，孩子听力将受到影响，可
能还需要再次手术。3岁男童的“耳朵”
牵动着郑州市民的心。22日起，不少郑
州市民在网络、朋友圈上转发信息。23
日下午，拾到人工耳蜗的市民找到了男
童家长，将耳蜗归还。这名市民表示，当
时捡到时还以为只是个发卡，后来看到
大家转发的信息才了解情况，赶紧找到
派出所联系归还失主。

郑州一男童丢失人工耳蜗
全城帮他“找耳朵”

一保姆伪造存单15张
6年私吞雇主退休金81万元

环球网消息 近日，江苏南京鼓楼警
方破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伪造、变造
金融票证案件，这样高智商的犯罪嫌疑
人竟是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女保姆。

报警人赵女士的父亲前段时间去
世，她打算把父亲的老房子租出去，没想
到打扫卫生时看到已经离职的保姆陈阿
姨的小包，里面有她的医院就诊卡、电动
车行车证等证件。赵女士发现包里还有
15张不同银行的存款单，上面都是写的
父亲的名字，她把存单拿到银行核实，结
果让她大吃一惊，这15张存单竟然都是
伪造的！那么钱去了哪儿呢？民警在案
件侦查中很快就将线索对准保姆，可赵女
士不敢相信，“不会是她的，她来我们家
10年了，照顾我爸无微不至，我爸待她就
像家人一样。上次她向我们借20万元说
要给女儿买房子，我们直接就同意了，怎
么会是她做的假存单呢？”

民警很快将嫌疑人陈某抓获。陈某
交代，自己从2008年开始在赵女士家做
保姆，后来每个月工资连菜钱加在一起
6000 元。“老爷子每个月退休工资一万
多块，刚开始都是他自己去单位拿工资
存定期。但后来老爷子腿脚不灵便了，
工资每次都打到卡上，但老爷子去不了
银行存定期，就把各个银行的银行卡和
存折的密码都告诉我了，一般是五个月
存5万元。刚开始我都照着老爷子的吩
咐办事，但后来老爷子脑子越来越糊涂，
再加上女儿要买房子，就想着把老爷子
的退休金私吞了。”

经过警方调查，从 2012 年开始，陈
某通过QQ联系制造假存单的卖家，先后
5次制作假存单 15张，合计 81万元。目
前，陈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联系电话: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诚招
九江各区、县(县级)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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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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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68 离异男 84年，身高180cm，本科，事业
单位设计师，阳光俊朗，沉稳谦和，有房二套，有
车，一女随对方。觅：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女士。
95953 未婚男 74年，168cm，九江人，本科，教
师，月薪5000+，书香门第，有房、有车，家境优。
觅：身材苗条，温柔贤惠，80年左右出生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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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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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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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刊登
热线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小分类 大市场

1、长虹大道32号建设局原办公楼第十至
十二层，约1996㎡(可分层)；

2、浔阳路318号一层部分门面及四至八层, 约1160㎡；
3、浔阳路2号商务大楼第七层写字楼，约390㎡；
4、环城路东路66-67号门面，约257㎡；
5、浔阳路328号一楼车库,约27㎡；
6、浔阳路328号一楼车库，约23㎡；
7、前进西路农贸市场B1、B2号，约58㎡。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7日至2018年

10月31日下午5时整。
电话:8137022虞 18970291368杜
地址：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二楼
注：竞租规则详见《招(拍)租文件》。

房 产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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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购东航机票送机场大巴票
2、承接包车、接送机(高铁)
3、环庐山景区直通车每日三班
咨询电话：0792-8505890

九江长运集团（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观澜盛世旁汽车城小区两套70m2

两室一厅毛坯房出租，价格面议。
电 话 13667027599 吴 女 士

出
租

美国废除卡舒吉遇害案
涉案人员签证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3日电 美国国
务院23日宣布，废除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
吉遇害案涉案人员的美国签证。美国总
统特朗普同日称，沙特政府处理卡舒吉遇
害案的方式是“最糟糕的遮掩行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日在国务院记
者会上宣布，美方废除涉嫌参与卡舒吉
案件沙特人员的美国签证。这是美国第
一次就卡舒吉案采取具体“惩罚”行动。

蓬佩奥说，美方经调查认为涉案人
员包括沙特情报、法院和外交等部门的
官员，美国会废除他们的赴美签证，美国
还将采取其他手段惩罚卡舒吉案行凶
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会后对
记者表示，此次共有 21名沙特人被撤销
签证。

拖车司机为躲罚单
竟自己画了个车位

中青网消息 没有车位，怎么办？
有人想出了奇招——自己画！他还天
真地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民警躲掉罚
单。事情发生在重庆，据@平安九龙坡
发布消息称，10月 17日，九龙坡摩巡大
队民警在鹅皋路巡逻时发现，一辆云南
牌照拖车所用的停车位透着古怪。

车位线扭曲不说，里面“拖车专用”
四个大字也东倒西歪，明显就是随意画
上去的。

随后，民警联系上拖车驾驶员高
某，他称：自己是为躲避罚单“不得已”
才耍起“小聪明”。民警哭笑不得：感觉
智商受到了侮辱！

网友“爱自由”评论称，不写那几个
歪歪扭扭的字还好。

网友“秋风之敦号电动车”称：创意
满分，操作负分。

网友“通通让开”称：你说你学人
家划框也是了，最起码也划得直点，不
直点也算了你说你还写个拖车专用，
造假都造不好，确实侮辱人家了，太欺
负人了。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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