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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预测
今年全球会有更多极端天气

新华社惠灵顿2月10日电 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最新报告说，随着南极和北
极的冰盖继续融化，2019年全球各地的
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更多、更严重。

这一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综合利用气候模型及
卫星数据来模拟分析冰盖融化后的水进
入地球海洋水系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并
呼吁各国政府评估极端天气增多可能带
来的严重后果。

模拟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变暖，来自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大量融水将进入海
洋。“根据我们的模型，大量融水的汇入会
对洋流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更多的极
端天气事件，每年的温度变化也会变动更
大。”领导这项研究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学南极研究中心副教授尼克·格列齐说。
以北大西洋为例，融水的汇入将导致大西
洋深层水循环显著减弱，从而影响沿海洋
流，这将造成中美洲、加拿大东部和北极
高地的气温升高，与此同时西北欧的气候
变暖会有所减弱。参与研究的新西兰地
质与核科学研究所专家说，近年来，冰盖
融化正在引发全球海平面上升，这次的新
研究提示，未来如果能大幅减排，或许人
类还可以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绝望！
小偷选“吉祥号码”房间行窃
打开门后4名警察正看着他

《北京青年报》消息 大年初一，当大
家正在喜迎新春的时候，安徽六安市的
盗窃嫌犯李某栽了。

据六安公安微博消息，原本准备趁
着过年去偷个东西过节的李某，2月5日
下午来到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后勤
室，当他千挑万选选择了106这个吉祥数
打开后，他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地坐
着四个警察正在凝望着他。原来，这间
房间正是六安特警的春节值班备勤室。
目前李某已被六安公安依法拘留。

记者从六安公安局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李某当天戴着手套来到六安市第二
人民医院准备行窃，由于后勤房间的门
都是球形锁，锁上后没有钥匙只能从里
面打开，李某便打开了106室的窗户，将
手伸进房间内从里面打开了门。

然而进入房间后，等待李某的却是四
个正在休息的特警。“因为106室有很厚的
窗帘，嫌疑人也没有注意观察室内的情
况，所以没有看到在里面休息的特警们，
特警们看到窗户伸进来的手后就有所动
作，等嫌疑人一进屋就被抓住了。”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美国破坏
军控体系或致难以预料后果

新华社莫斯科2月9日电 俄罗斯常
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9日说，美国破坏全
球军控体系或将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涅边贾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美国正
在破坏军控体系，着意扩充军备，威胁世
界安全。俄方无法预料今后事态将如何
发展，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也正在增加。
他认为，当前冷战时期的矛盾仍存在，其
主要原因之一是俄推行独立外交政策，而
西方国家无法像上世纪 90年代那样对俄
施加影响，西方因此充斥不满情绪。

美国国务院 2 月 1 日宣布，美国于 2
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
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宣布，俄暂停
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导条约》
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委内瑞拉副总统要求
瓜伊多停止不理智行为

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9日电 委内瑞拉
副总统罗德里格斯9日发表讲话，要求反
对派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停止不理智行
为。瓜伊多 8日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不
排除“授权”美国或其他国家军事干预委
内瑞拉局势，从而迫使马杜罗下台并缓解
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首都加拉加斯市
中心玻利瓦尔广场一民众集会上说：“正
如马杜罗总统所说，请你想想你做的事，
请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委内瑞拉人民已
经很清楚地表达希望和平和稳定的意
愿。她强调，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只
不过是“侵略委内瑞拉的借口”。

三亚一海鲜店对秤做手脚
骗顾客700元
店长员工被拘15天

中国新闻网消息 三亚 9日下午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春节黄金周旅游监
管服务保障工作。假日期间，一海鲜店
员工对秤“做手脚”诈骗顾客 700余元，
店长及员工被拘留15天。

据三亚旅游警察支队综合保障大
队通报，2 月 8 日 21 时许，一游客报警
称，其在三亚市天涯区海坡二横巷三亚
凤凰翠屏海鲜店吃饭时被诈骗。民警
立即赶往涉事海鲜店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并将涉嫌诈骗的违法嫌疑人苏某平
(男，26)、徐某更(男，39岁)口头传唤到派
出所进行询问。

经询问，该店店长苏某平、员工徐
某更陈述了为给该店获取不当利益，通
过在电子秤上“动手脚”增加海鲜重量
诈骗客人 745元人民币的违法事实，同
时二人还承认之前多次采取同样手段
诈骗他人钱财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对徐某更处行政
拘留15日的处罚，依法对苏某平处行政
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

“快递夫妻”
春节连续七年不打烊

《沈阳日报》消息 今年的大年三十
是沈阳快递员郭丽杰、管振宇夫妻俩连
续七年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除夕，而陪
伴她的是距离 3公里外恒大站，同样忙
着派件的爱人管振宇。

红棉袄、大棉裤、厚底棉皮鞋，除了
一条花丝巾，郭丽杰的一身行头就是“快
递小哥”的“标配”。因为是站里唯一的
女性，也是年龄最大的快递员，47岁的她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姐”。在郭丽杰眼
里，在拼体力和耐心的快递行业里，也有

“半边天”的一席之地。
因为工作的原因，丰盛可口的年夜

饭对于这对快递夫妻来说是一种奢
望。“就煮点面条对付一口。”对于年夜
饭，郭丽杰轻描淡写地说。当被问及从
事快递工作苦不苦时，郭丽杰说：“累是
真累，有时累到连饭都吃不下。但因为
有了奋斗目标，尤其是等到月底开支
了，看到用汗水换来的不菲收入，这种
累就会烟消云散。目前，在扣除相关保
险的前提下，我的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
以上，赶上‘双 11’这样的‘大促’，月收
入能达到7000余元。”前年，郭丽杰和丈
夫通过打拼在沈阳附近买了一套 70余
平方米的新房。多年的快递工作让郭
丽杰感受到，工作不止是为了赚钱，还
能找到更多的价值和乐趣。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过81万
成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月 9日，全国
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
已超过 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
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
一支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2017年 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通知》对外公布，强调了社会组织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点领域。

一年多来，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大批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力量。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民政部对在“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的社会组
织予以倾斜，2017年和 2018年立项 290多
个，项目资金1亿多元。

春节假期全国口岸
出入境人员增长超一成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10日从
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
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人
次，与 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 10.99%。
其中，入境 622.2万人次，同比增长 9.51%；
出境631.1万人次，同比增长12.48%。共查
验出入境飞机、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
工具36.3万架（艘、辆）次，同比增长1.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长最
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同比增长15.97%，
出境目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括泰国、日本、
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
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
明、青岛、重庆等机场相继创单日出入境旅客
人数历史新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
口岸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
日出入境人员最高达到41.5万人次。2018
年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
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次纪录，分
别达10.5万人次和11.3万人次。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
边检机关全警动员，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春
节期间口岸通关顺畅。一是提前预测并向
社会公布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高峰时
段；二是加强大数据分析研判确保高效、快
捷验放旅客出入境；三是加强科技手段应
用，充分发挥自助通关作用，高效疏导出入
境客流，春节期间全国口岸自助通关旅客
达 64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5%；四是深
圳、珠海等地边检机关加强与港澳移民部
门的联络和协调，共同应对瞬时客流高峰。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环山景区直通车每日9:00/12:30/15:00发，东林
假日酒店温泉返11:30/14:50/17:30，沿线大佛、
白鹿洞、秀峰、三叠泉景区可上下。400169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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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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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3 未婚男，77年，1.77米，本地人，经商，年
薪20万，有房、有车，喜欢旅游和电影。觅：80后
出生的未婚女孩。
98116 离异男，62年，1.80米，高干子弟，事业
单位正编，年薪10万+，有房二套，一女随对方，
无负担。觅：62年以后出生的有稳定工作单位的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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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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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类 大市场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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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易贷
15374214064

刊登热线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 物价投诉举报：12358

● 公积金咨询：12329

加QQ577631746找九江金犁
照片古字画修

地址：九江南湖国际一楼（和中广场公交站对面）
电话：0792-8591885 19970288822

峰力助听器免
费
测
听
试
听

还你有声世界 聆听自然声音

位于信华广场4号楼1065号门面，面积
约39.6m2，有意者在3月1日前洽谈。
电话：13657027612 联系人：陈女士。

临街旺铺招租

全球首富贝索斯遭“敲诈勒索”
牵动美国检方

新华网消息 全球首富、美国电子商
务巨头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
斯7日公开自己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勒
索”。美联社 8 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
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着手审视美国传
媒公司是否违反就另一案件与检方达成
的不起诉协议。

上述协议牵涉两名声称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有染女子所获“封口费”。

“封口费”案件令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
尔·科亨获刑，牵涉其中的美国传媒公司
依据与检方协议免于指控。然而，贝索斯
7日自曝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勒索”，引
起联邦检察官注意。分析人士认为，如果
贝索斯所言获证属实，美国传媒公司及其
高级主管可能受到勒索和胁迫罪名指
控。另外，美国传媒公司一旦被认定违反
与检方协议，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