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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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8离异男，67年，173cm，体型适中，没有大
肚腩，经商多年，收入较好，有房、有车，一子随对
方已工作。觅：性格文静，综合素质好女士。
96288离异女，75年，160cm，九江人，个体，身
材苗条，相貌甜，皮肤好，会保养显年轻，有房、
有车，一子随对方。觅：人品好，有责任心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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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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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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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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类
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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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浔阳路联盛广场一楼临街门面（精益眼镜
店）合同到期对外出租。13907920666

黄金门面招租

江西文竹环保：0792-8320008
专业甲醛检测、治理一医院旁边，宽16米，面积130平米。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007290670

临街旺铺招租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每日前10名，东林假日酒店温泉门
票+往返车票29.9元/人。沿途停
靠秀峰、白鹿洞等。4001696123
环庐山景区直通车发车时间每日
9:00、12:30、15:00，东林假日酒
店返程时间11:30、14:50、17:30。

英研究称许多儿童
切除扁桃体并无必要

新华社伦敦11月7日电 英国伯明
翰大学日前发布一项公报说，针对英国儿
童的研究显示，每8名切除扁桃体的儿童
中，就有7名儿童可能并不会因此受益。

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
700 多家诊所中超过 160 万名儿童在
2005年至2016年间的医疗记录。在此
期间，有 1.8万多名儿童通过手术切除
了扁桃体，但其中仅有 2144 人，即
11.7%，患有足够严重的咽喉肿痛、需要
切除扁桃体。

按当前英国的健康指引，儿童一般
每年出现 7次以上的咽喉肿痛症状，或
者连续两年每年都有 5次以上这一症
状，又或者连续3年每年有3次，切除扁
桃体才会有益健康。报告作者之一、伯
明翰大学的汤姆·马歇尔教授说，许多儿
童其实咽喉肿痛的症状并不严重，切除
扁桃体也不会带来改善，“对很多儿童来
说，切除扁桃体带来的害处反而更大”。

俄安全局：“伊斯兰国”与
“基地”组织有联合活动迹象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7 日电 俄罗斯
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7日在莫
斯科说，有一系列迹象表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可能正联合开
展“地下活动”。

据俄媒体报道，博尔特尼科夫在当天
举行的俄情报、安全及执法机构负责人会
议上说，俄怀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
正利用相同的信息网络，以同类宣传手段
联合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招募追随者。此
外，“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还使用各自
成员为对方的行动队补充人手。

据博尔特尼科夫介绍，在一些案例
中，“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下属分支
组织利用相同的源头和渠道获取钱财、物
资和技术资源。“俄情报和执法机构需特
别注意一些分散的极端主义团伙‘合并壮
大’并与恐怖组织积极联络的趋势。”

河北一家化肥厂发生爆炸
已致6人死亡7人受伤

新华社石家庄11月8日电 记者从
河北省新乐市获悉,11月 7日下午 3时
许,位于该市的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
任公司造气车间尾气燃烧炉发生爆
炸。事故已造成 6人死亡、2人重伤、5
人轻伤。

事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及企业迅速开展营救,受伤人员已
送往医院抢救。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最新圈养大熊猫数据公布
全球数量达548只

新华社成都11月8日电 8日上午，
大熊猫保护与繁育国际大会暨 2018大
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年会在成都开
幕。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次发布
了我国最新的圈养大熊猫数据。

截至今年11月，我国圈养大熊猫种
群数量再创新高，全球圈养数量达到
548只。今年共繁殖大熊猫36胎48只，
存活45只，幼仔存活率达到93．75％。
据介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
成活31只，含旅居马来西亚繁育成活1
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繁育成活
11只，含旅居日本繁育成活1只。北京
动物园繁育成活3只。目前，中国与17
个国家、22个动物园开展了大熊猫保护
合作研究项目，在外参与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的大熊猫数量58只。

今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计划将继
续开展人工繁育大熊猫野化放归工
作。自 2003年启动大熊猫野化放归以
来，人工繁育大熊猫野化放归数量将达
到10只。

男子拉上家人卖假药
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检察日报》消息 卖假减肥药挣了
钱，他没有忘记家人，拉父亲、哥哥、嫂
子、两个堂哥一起“致富”。至案发，多名
被告人制售假减肥药销往全国，涉案金
额超千万元。

通过微信、淘宝、QQ群大肆推销含
有西布曲明成分的假减肥药，组建“好瘦
万人官方团队”固定微信群组管理平
台。不到两年时间，刘坤发展了包括自
己的父亲、哥哥、嫂子、两个堂哥5位家人
在内不同级别代理商 2000余人，涉案金
额1000余万元，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

9 月 21 日，由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坤、王鹏等 10人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一审宣判。
主犯刘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
罚金 1200万元；王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5万元；其他 8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八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一审
判决后，多名被告人提出上诉。目前，该
案在二审程序中。

5岁萌娃把老爸反锁家中
独自坐公交车去找妈妈

中国经济网消息 11月 3日 9时 40
分，厦门一公交车上出现一个 5岁的小
孩,穿着睡衣拿着钥匙独自上车。这辆
厦门公交车的司机发现，孩子没有大人
陪同，便询问起来，好在孩子记得爸爸
的电话。“你家孩子在公交车上……”爸
爸接到电话，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在
家中找了一圈，发现孩子真的不见踪
影。他想着孩子肯定是穿着睡衣出去
的，便在衣柜拿了两件衣服准备出门
接孩子，这才发现自己被孩子反锁在屋
里了……最后孩子的妈妈接到了孩
子。原来小男孩是想坐公交车，去找正
在工作的妈妈和姐姐，离开前不仅拿走
钥匙，还顺手把熟睡的爸爸反锁在家。

爸爸表示：你出去找妈妈也不跟爸
爸说，干嘛还要把我反锁了？

网友纷纷表示：
@我要早睡：还是世上只有妈妈

好，在家的爸爸像根草。
@专打喷子：充分体现了孩子对爸

爸的视若无睹……
@你为什么不说话：估计怕爸爸出

门走丢！

浙江一位妈妈在微信群
看到10岁女儿得白血病消息
还有海报挂街头乞讨

《扬子晚报》消息 浙江湖州织里的施
女士，无意间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则消息：
一对贵州的夫妇来湖州乞讨，为身患白血
病的女儿筹集医药费。这一看吓一跳，海
报中的小姑娘不是自己的女儿吗？施女
士不禁毛骨悚然，女儿好好的在家，还冒
出了一对贵州的父母。更可怕的是，对方
还把女儿的照片做成了一张大海报，放在
大马路上用于乞讨 。

随后，施女士拨打了 110，民警在湖
州的一家饭店里找到了这对姓杨的夫
妇。在民警的盘问下，他们终于承认，自
己干的是骗人的勾当，海报上的孩子照
片他们并不知是谁。原来，在他们老家，
很多人外出都是以乞讨为生。于是，他
们也效仿别人的做法，决心靠“演技”挣
钱。据夫妇俩交代，海报是老家打印店
的老板在网上找的图片，还告诉他们这
是个日本女孩。谁能想到，偌大的中国，
夫妇俩偏偏选择到湖州来乞讨，而图片
上的小姑娘，居然就是湖州人！据杨氏
夫妇交代，他们是上周六才到的湖州，一
天下来，大约能挣个600多元。

因涉嫌诈骗，等待杨氏夫妇的是 14
天的治安拘留。

特朗普说不会在巴黎
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7 日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7日说，他本周末在法国巴黎参
加活动期间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
双边会晤。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在
法国参加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期间，
他将与普京等各国领导人共进午餐，但
不会与普京进行单独的双边会晤。

7日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
科夫在莫斯科表示，法国方面向俄罗斯和
美国提出，法方担心俄美总统本月 11日
在巴黎会晤将分散国际社会对一战结束
百年纪念活动的关注。鉴于此，俄美已决
定将两国总统双边会晤推迟到11月底二
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

沙特与西班牙组建合资企业
建造5艘护卫舰

新华社利雅得 11 月 7 日电 据沙特
阿拉伯国家通讯社7日报道，沙特军事工
业公司和西班牙纳万蒂亚造船厂 6日在
利雅得宣布组建合资企业，负责为沙特
建造5艘护卫舰。

报道说，该合资企业将为沙特国防
部设计和建造 5艘“升级版”西班牙“前
进”2200 型护卫舰及其作战管理系统。
根据协议，建造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开始，
预计最后一艘护卫舰将在2022年交付沙
特海军。其中，最后两艘护卫舰的作战
系统安装、整合和测试等步骤将在沙特
国内完成。

应沙特海军要求，这批护卫舰将在
“前进”2200型护卫舰基础上进行升级，
拥有高强度的适航性、抗毁性以及在海
湾地区极端天气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湖北首次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发病22头猪 死亡4头

《新京报》消息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
公室11月7日发布，湖北省罗田县排查
出非洲猪瘟疫情。记者了解到，这是湖
北首次出现非洲猪瘟。

11 月 7 日 18 时，农业农村部接到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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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罗田
县一养殖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该
养殖场存栏生猪 821头，发病 22头，死
亡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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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害化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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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生猪运入封锁区。目前，上述疫情已得
到有效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