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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的
巴西古当地区一些居民近日因疑似遭受
化学废料污染出现身体不适症状，当局决
定当地13所学校自13日起无限期停课。

柔佛州健康、环境和农业委员会负责
人贾迈勒 12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柔佛
州灾害管理委员会已开始协调监测和解
决巴西古当地区一条河流疑遭化学废料
污染的问题。声明呼吁当地民众避免进
入受影响区域，并在感到眼痛、胸痛或呼
吸困难时尽快就医。

据当地媒体报道，12日有超过200人
因出现身体不适症状接受治疗，其中不少
人是当地学生。

马来西亚因化学废料污染
临时关闭13所学校

国内》 环球》 社会》 趣闻》

科技》尼日利亚拉各斯一栋建筑坍塌
100多人被埋

新华社快讯：据外电报道，尼日利亚
拉各斯市一栋建筑 13日突然坍塌，目前
有100多人被埋在废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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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欧洲专利局 12 日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向欧洲专利
局申请的专利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9401
件，在申请国排行榜上名列第五。

报告显示，2018年欧洲专利局共收到
逾 17.43万份专利申请，与 2017年相比增
长了 4.6%。美国仍然是提交专利申请最
多的国家，共提交逾4.3万件，紧随其后的
分别为德国、日本和法国。

根据报告，去年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
比 2017 年增长 8.8%，比 2008 年增长逾 6
倍，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电
机、仪器、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其中，数字
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比例最大。在欧洲
专利局去年收到的数字通信领域专利申
请中，约 20%来自中国，在所有申请国中
名列第二。在该领域专利申请企业排行
榜上，华为公司位居首位。

报告还显示，欧洲专利局去年共批准
了超过 12.7 万项专利申请，其中 4831 项
来自中国。

欧洲专利局：
去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创新高

国家税务总局
再公布取消15项税务证明事项

据新华社电 继 2018年底取消 20项
税务证明事项后，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再公
布取消 15项主要涉及税收优惠办理的税
务证明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是 2019年税收工作的主题，再取消一
批税务证明事项是推进减税降费简明易
行好操作的重要措施。

据了解，此次公布取消的 15 项税务
证明事项，有5项属于原本需纳税人专门
通过第三方取得的证明，如办理减免车船
税时，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遭受自然灾
害影响的纳税困难证明；办理资源税免予
扣缴税款时，需提供从销售方取得的资源
税管理证明等。其余 10项是纳税人原本
需提供的自有法定证照等资料，如办理免
征车船税时，需提供的车船产权证；办理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相关税收减免时，需提
供的退出现役证等。

此次取消的 15项税务证明事项不仅
为企业减负，而且还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紧密相关，减轻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办税负
担。如取消办理房产继承免征个人所得
税相关公证证明，取消残疾人、新能源车
辆购置人办理有关税收减免时需提供的
身份证明等。

“此次公布取消 15项税务证明事项，
可有效为纳税人办理减、免、退税等相关
事项增添便利，推进减税降费实打实、硬
碰硬落地。”这位负责人说。

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文职人员工作全面展开

据新华社电 为广泛延揽社会优秀人
才为军队建设服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近日部署展开 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文职人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主要招录一批文职人
员到主干专业系列、重点关键岗位和艰苦
边远地区；注重引进优质人才，严把标准
条件，精准按岗择人，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从源头上建强文职人员队伍；坚持做到公
平公正，岗位数量、资格条件、选拔程序、
录用结果“四公开”，确保招考全程阳光透
明。根据计划安排，3月 13日至 20日，报
考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4月28日
全军组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公共
科目和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内
容和具体要求已在军队人才网公布。9月
底前，完成面试体检、政治考核、综合考
察、公示审批等工作。

根据部署要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
视，提高思想站位，强化“四个意识”，精心
组织实施，系统筹划、依法依规高标准紧
前做好招考各项工作。强化责任担当，有
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严格按照招考任务
要求、步骤安排和时间节点抓好落实，协
调纪检监察部门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招考
工作积极稳妥、顺利圆满。

黑龙江省普降春雪
15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

据新华社电 从 12日晨开始，黑龙江
省迎来一场大面积降雪。13日晨，全省道
路大面积结冰，高速公路大面积封闭，公
路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

从 12日晨开始，黑龙江黑河、鹤岗、
双鸭山、鸡西等地就开始陆续降雪，至 13
日晨，哈尔滨、大庆、绥化、牡丹江等地也
陆续降下中到大雪。大雪伴随着大风降
温天气。

突降的大雪导致道路大面积结冰。黑
龙江省气象部门在 12日晚间即发布全省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全省高速公路受
到严重影响，哈同高速、哈伊高速等13条
高速公路全线封闭。至13日6时，已有包
括哈同高速、哈大高速等“交通动脉”在内
的15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连哈尔滨绕城
高速也全线封闭，哈尔滨全城大拥堵。

记者另从哈尔滨市公路客运总站了
解到，受降雪结冰影响，13日上午，从省
城哈尔滨市出发的大量班车无法发出，被
允许发往哈尔滨市的班车也将延迟到
达。每天进出的 1000余辆班车，将有一
大半受到影响无法正常运行。

据新华社电 海昏侯刘贺墓主椁室文
书档案库曾出土 5200余枚简牍，负责这
批简牍文字释读工作的北京大学出土文
献研究所近期公布阶段性成果。据悉，研
究人员目前辨识出千余枚竹简上记载了
一种名为“六博”棋的行棋口诀，属首次发
现，为研究汉代的社会风尚乃至兵制提供
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六博”是春秋战国十分流行的一种棋
类游戏，是象棋、国际象棋等兵种棋盘类游
戏的鼻祖。西汉的皇帝都十分喜欢“六博”
游戏，朝廷还设有专门的官职管理博戏。

“六博”棋的行棋之道与当时的兵制十分相
似，是象征当时战斗形式的一种游戏。

此次发现的“六博”简文有篇题，篇题
之下记述形式以“青”“白”指代双方棋子，
依序落在相应行棋位置（棋道）之上，根据
不同棋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有“青不胜”
或“白不胜”的判定。简文所记棋道名称，
可与《西京杂记》所记许博昌所传“行棋口
诀”、尹湾汉简《博局占》、北大汉简《六博》
等以往所见“六博”类文献基本对应。

据《西京杂记》记载，六博“行棋口诀”
在当时“三辅儿童皆诵之”，可见“六博”在
汉代盛行的情况，但其规则约在唐代以后
失传。汉晋墓葬中常见六博棋具，汉以后
的墓葬则经常出土博局纹镜、博戏俑，画
像石上也时有表现博戏的画面。过去发
现的简牍文献，多用六博占卜。

专家认为，海昏简牍中的“六博”棋谱
尚属首次发现，结合既往所见六博棋局实
物与图像资料，能促进汉代宇宙观念、六
博游戏规则等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
的研究。

海昏简牍中
发现千余枚汉代“六博”棋谱

据新华社电 近日，我国科学家研发出
通过检测血液中的细胞游离DNA突变和
蛋白标志物进行肝癌早期筛查的技术方
法，可以从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发
现早期肝癌。这项技术经过严格的临床验
证后，有望建立更加便捷、无创、标准化的
肝癌早期筛查方案。该研究成果由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

这项研究成果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团队与泛生子基因
公司合作完成。论文作者之一、泛生子基
因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思振介绍，这项技术
方法在本次研究中能够发现小于 3厘米
的早期肝癌。研究人员通过抽取外周血
获取其中的细胞游离DNA突变和蛋白标
志物信息，对 331例甲胎蛋白和B超检测
结果正常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筛查，检
出24例阳性者，且在后续6至8个月追踪
随访中，发现其中 4 例罹患肝癌。剩余
307例阴性者，随访期内无一发现肝癌。

“癌症早筛对于科学实验的设计及其
研究技术来说，是极具挑战的。此次研究
对无症状的 331例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在
这个队列实现了 100%的灵敏度、94%的
特异性和 17%的阳性预测值。”论文作者
之一、泛生子基因公司首席科学家阎海
说，目前研究团队正在使用此技术，通过
多中心、更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人群的系
统研究，进一步优化筛查技术和方法。

王思振表示，此项技术有望应用于乙
肝病毒携带者等高危人群的肝癌早期筛
查，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我国科学家发现：
对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活检
可发现早期肝癌

大学课程成绩靠微信好友数
加到1001个才及格

梨视频消息 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多名学生爆料，在《社会化媒体运营》的
课程中，任课老师要求学生加微信好友，
并以新增好友人数为平时成绩，学生加到
1001算及格，加到1667个才算满分。

对此，学生们也纷纷表示质疑：“ 一千
多个夸张了吧……正常大学生哪里能加到
一千多个。”

对此，河南财经大学传播学院教研室
陈老师回应称：“这门课就是我们核心的教
程，以后我们这些同学要走上工作岗位的
话，这种社会化媒体的运营，应该说是他们
的基本技能。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我们这门
课程的平时作业，按照正常的话它就占
30%，同学们就是觉得可能他自己的号突
然加一些不那么熟悉的人，感到不舒服，但
是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同学是又办了一个新
号，纯粹用来做运营的。他要是真的不想
训练，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调整
平时作业(成绩)的计算方式。我们做老师
的就是有这种责任心才去训练他。”

据新华社电 英国议会下院12日经过
辩论，最终以391票反对、242票支持的结
果第二次否决“脱欧”协议。因担心协议中
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将导致北爱
尔兰地区被“留在”欧盟，部分保守党议员
及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议员投了反对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结果公布
后说，她坚信这份协议是英国能与欧盟达
成的最好协议。她强调，议会否决“脱欧”
协议，就要承担最终无法“脱欧”的风险。

议会下院将在未来两日投票表决英
国是否“无协议脱欧”或延期“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
再次否决“脱欧”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