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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边境美军驻扎时间
延至明年1月底

新华社华盛顿12月4日电 美国国
防部 4日说，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已同意将部署在美墨边境的美军驻扎
时间延至明年1月31日，以支持国土安
全部应对中美洲移民潮。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上周曾表
示，该部门寻求将部署在美墨边境的大
部分美军驻扎时间延至明年1月31日，
并计划从其他联邦机构增调执法人员，
以应对中美洲移民潮。

目前，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部署
了约 5800人的兵力，原定驻扎至今年
12月15日。这些美军主要为边境巡逻
人员提供支持和保护，修建和维护边境
铁丝网。依照美国法律，美军不得参与
任何执法活动。

美墨边境目前聚集着大量中美洲
民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社交媒
体发布消息说，这些民众都得待在墨西
哥，美国只允许移民合法入境，对非法
移民将“抓住和拘留，而不是放进美国”。

科学家又探测到4次引力波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4 日电 一个

国际天文学团队近日在美国宣布，他
们又探测到 4次由黑洞合并事件产生
的引力波，其中一次是迄今已知最大、
最远的黑洞合并事件。

最大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2017年
7月29日，两个黑洞合并过程中有相当
于约 5个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
形式释放，合并后的新黑洞质量还相
当于约80个太阳。这也是迄今所观测
到的距地球最遥远的黑洞合并事件，
距地球约 90亿光年。另 3次黑洞合并
事件发现于 2017年 8月 9日至 23日期
间，它们与地球的距离介于 30亿至 60
亿光年之间。

自 2015年以来，科学家已探测到
10次由黑洞合并事件产生的引力波，
另外还探测到 1次由两颗中子星碰撞
事件产生的引力波。

引力波是一种“时空涟漪”，类似
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黑洞、中
子星等天体在碰撞过程中有可能产生
引力波。一百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曾长
期缺乏观测证据。

美威胁于60天后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4日在布鲁塞尔表示，除非俄
罗斯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
国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
外长会期间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中导
条约》，除非俄重新“完全、可验证地”履
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自12月4日
起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在这
60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或部署条
约所禁止的导弹。蓬佩奥称，俄方研制
的SSC-8（俄方称9M729）型陆基巡航导
弹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造成威胁，美
国没有必要继续遵守一项限制其自身应
对俄违约行为能力的条约。

针对美方4日的表态，俄罗斯外交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一
直坚定不移地履行《中导条约》，“这点
美方一直很清楚”。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0日宣布美
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总统普
京10月24日表示，如果美国退出《中导
条约》，俄罗斯将立即作出针对性回
应。《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 1987
年 12 月 8 日由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
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
程在 500公里至 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
导弹和弹道导弹。

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郑东强回国投案自首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消息，12月5日，在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统筹协调下，经福建省反腐败协调
小组和厦门市反腐败协调小组不懈努
力，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厦门市公安
局原副局长郑东强回国投案自首。

郑东强，男，1953 年 9 月生，厦门
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原副局长，涉
嫌受贿罪。2016 年 1 月外逃。据介
绍，这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 50名涉
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
关线索之后，第4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国务院: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可返还50%失业保险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企业稳定
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服务。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一是支持企
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
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力
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二是鼓励支
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
分别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和300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
设重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压
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费
提供经营场地。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
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
16－24岁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
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在岗培
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
在地人社部门审核评估合格后，由就业
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持。四是及时开
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业人员可在
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地就
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中青网消息 11 月 30 日 19 时 13
分，浙江乐清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士报
警求助称：其儿子黄某于30日下午在城
东街道某小学放学回家途中失联。接
报后，警方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机
制，组成联合调查组，投入大量警力，调
用一切资源，全方位开展查找工作。

12月 5日凌晨，乐清市公安局官方
微博凌晨发布警情通报称：经各方努力
和警方工作，乐清失踪男孩黄某已于12
月4日22时48分找到，警方确认其人身
安全和基本健康。

经初步查明，此“失联”事件是该男
孩母亲陈某（33岁）故意制造的虚假警
情。经公安机关调查，乐清“失联”男孩
母亲陈某与其丈夫存在感情纠纷，为测
试其丈夫是否关心儿子，故蓄意策划编
造虚假警情。现已被当地警方采取强
制措施。

浙江乐清“失联”男孩案
系其母蓄意策划制造虚假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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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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热线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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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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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票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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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丰投资
15374214064

因陶洼物业管理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本公司诚聘2名会计。

报名条件：思想政治素质
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素质良
好，35岁以下，全日制大学本
科会计电算化专业。

报名地点：濂溪区五里街
道陶洼物业管理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吴劲锋，
13767202094。

其他事项：报名时应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原件
及复印件1份，个人简历1份，
工资待遇面议。

招 聘

封面新闻消息 12月2日晚，湖南沅
江泗湖山镇一名 12岁的小学六年级男
生，持刀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害在家中。

12月 3日，沅江市政府通报了该起
案情，全文如下：

12月3日12时24分，沅江市公安局
接到群众报警称：泗湖山镇东安垸村发
生一起命案。接警后，市公安局迅速启
动命案侦破机制，市刑警大队、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和勘验工作。

经查，受害人陈某（女，34岁，沅江
市泗湖山镇人）被人杀死在自家卧室
内，身上多处刀伤，嫌疑对象已锁定为
其子吴某康（男，沅江市泗湖山镇人，六
年级在校学生）。目前，嫌疑对象吴某
康已被警方控制。

经初步审讯，吴某康因不满母亲管
教太严、被母亲打后心生怨恨，于12月
2日晚9时许持刀将母亲杀死。

记者拿到一份疑似沅江市教育局
的案件情况介绍表明，嫌疑人吴某康，
男，12岁，父亲常年在市外打工，母亲在
家带着2个儿子。案发时间为12月2日
星期日晚上 9点多。其母亲死亡后，吴
某康一直带着2岁的弟弟在家住宿未外
出，并且接听其母亲若干电话，回复其
母微信，吴某康还拿其母亲手机借母亲
名义在 12 月 2 日星期日晚上 10:49，给
其班主任发了请假信息。

目前，警方正对案件做进一步侦查。

不满管教太严
湖南12岁男孩持刀砍死母亲

千年菩提树腰上长出一只“手”

上游新闻消息 云南香格里拉巴拉
格宗生态旅游景区有一棵3000多年树
龄的菩提树，它的树腰上长出了一只

“手”。一般的菩提都是独自站立，枝叶
向四面延展开来，而这棵菩提树却是依
山而立，整个枝干攀附在崖壁上，如开
屏的孔雀般将所有的枝干、树叶舒展地
铺陈在整整半幅崖壁上！也正因如此，
才被冠以“凤凰菩提树”的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