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

环球》 社会》

科技》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9 日电 日本京都
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成功从野生黑猩猩群体的视频中识别
出个体面部特征。这一研究有助于认识
和分析野生黑猩猩群体的社会网络及其
变化。

研究小组以西非几内亚的野生黑猩猩
视频录像为研究对象，利用英国牛津大学
研发的一种名为“CNN”的面部识别深度学
习技术，对几内亚森林中23只野生黑猩猩
个体共约1000万张面部图像进行解析。

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对野生
黑猩猩面部识别成功率达到 92.5%，性别
识别成功率达到96.2%。研究小组以此为
基础，成功解释了长达14年的野生黑猩猩
社会结构变化等，也分析了野生黑猩猩群
体的社会网络，诸如个体之间的亲疏远近
关系。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
杂志网络版上。

人工智能
可助识别分析野生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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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格达 9 月 8 日电 伊拉克军
方8日说，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国际联盟当天在伊北部尼尼微省打
死8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
根据尼尼微省军方提供的情报，国际联盟
当天出动飞机空袭了尼尼微省首府摩苏
尔以南约 20公里处的一个“伊斯兰国”武
装据点，打死8名武装分子。

8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伊拉克北部被打死

新华社埃及卢克索 9 月 8 日电 埃及
文物部8日在埃及南部旅游城市卢克索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两座拥有3300年历史
的古墓完成修复后正式向游客开放。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
法·瓦齐里在发布会上说，这两座古墓位
于尼罗河西岸，古墓壁画保存完好，描绘
了当年的日常生活。

他说，两座古墓的修复工作持续了 3
年，主要修复了破损的墙壁和部分壁画。
为了方便游客参观，工作人员在古墓内安
装了木质地板和台阶。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发布
会上说，这两座古墓的开放是埃及文物部
开发更多景点计划的一部分，它们的修复
和开放不仅帮助埃及培训了300多名文物
修复人员，而且有助于吸引更多游客。

卢克索是埃及重要的考古发掘地和
旅游胜地之一，其神庙群宏伟壮观，陵墓
数量众多，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专
家和游客。

埃及两座3300年历史的古墓
正式向游客开放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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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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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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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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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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项目合作
15279214911

为扩展九江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养老业务，九江市社会福利院特向社会
公开招聘养老护理员100名，年龄50
周岁以下，女性，文化程度小学以上，身
体条件好，有经验者可放宽至55周
岁。工资待遇：1.上一休一，2050元/
月。2.上二休一，3200元/月。单位福
利：符合条件者享有保险待遇，四节福
利（春节，三八，端午，中秋），高温补贴，
生日福利，工龄补贴，公派培训等。
联系人：殷女士 电话：13970275077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23号

福利院招聘

电话：8102787 8104787

空调
维修

九江利民家电
专业空调维修
清洗、加氟、保养、空调移机、拆装 小分类 大市场

新华社第比利斯 9 月 8 日电 格鲁吉
亚议会8日通过了对执政党提名的新总理
格奥尔基·加哈里亚及其领导的新内阁的
信任投票。

格鲁吉亚议会当天的表决结果是 98
票赞成、0 票反对。新内阁共有 11 名部
长，除新任内务部长戈梅劳里和国防部长
加里巴什维利之外，其余各部部长保持不
变。来自反对党统一民族运动党、欧洲格
鲁吉亚党和格鲁吉亚爱国者联盟的议员
没有参加投票。

新华社巴黎 9 月 8 日电 法国政府卫
生部门 8日发表声明说，今年夏季的高温
天气导致全法国约1500人死亡。

声明说，法国在 6月 24日至 7月 7日
以及 7月 21日至 27日两次经历热浪。酷
暑致死人群中，半数以上是 75 岁以上老
人，还有10人是在工作场所死亡。

不过，法国卫生部表示，由于完善了
高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今年法国的情
况已经比 2003年致命热浪席卷欧洲时有
了很大改善。2003年热浪导致法国约1.5
万人死亡。

法国自2003年后引入了新高温预警系
统，这一系统在今夏两次热浪期间分别向4
个省份和20个省份发布了红色预警。6月
28日，法国南部埃罗省韦拉尔格的最高气
温为46摄氏度，创下法国最高气温纪录。

法国今夏高温
导致约1500人死亡

新华社天津9月9日电 中秋将至，又
到一年赏月时。天文专家表示，由于今年
农历八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农历十六，
因此，同去年一样，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出现在14
日12时33分。

十五的月亮为何圆在十六？天津市
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解释说，每逢农
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作“新月”，也
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看到了
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月球绕地球公转速度有时快、有时
慢，从“朔”到“望”再到“朔”，所经历的平
均周期是 29.53 天。所以，尽管月球从

“朔”到“望”所需的时间平均约为 14天 18
小时 22分，但实际上会时而略长、时而略
短于这个平均时间。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所在这一天
为每月初一。但同是初一，“朔”可能发生
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生在晚
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身也有长有短。这
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
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
早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初
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天 18
小时22分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

“望”以出现在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
多，其中又以农历十六为最多。

李梅丛表示，尽管中秋月最圆时刻出
现在农历十六的中午，但这并不影响人们
中秋晚上赏月。“是不是最圆的月亮，对普
通人的赏月没有影响。就肉眼观测来说，
十五、十六和十七的月亮并无太大差别，
一样的珠圆玉润，一样的饱满丰盈，一样
的花好月圆。”

新华社柏林9月8日电 据德国媒体8
日报道，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州小镇阿尔申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爆炸事
故，造成14人受伤。

报道说，阿尔申当天正在举行传统的
烘焙节，爆炸致使 14人受伤，其中 6人重
伤。当地警方、消防队和救援人员在事发
后赶到现场，负责灭火并救治受伤者。重
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附近地区的专科医
院。警方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德国西部一起爆炸事故
致14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1953年 10月
27日，新建成的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
的汽笛一声鸣响，我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轧
制出来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
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十
分薄弱，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1952年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 26.6%，重工业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新中
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要优
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五”
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涉及钢
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械、
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电力等方面。
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
投资总额达 766.4 亿元，折合黄金 7 亿多
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
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
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
1954年7月，“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
着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
阶段；1956年7月，载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
卡车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
汽车生产技术；1956 年 9 月，国产 B2-34
中型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制
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到 1957 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
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
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
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
得到初步改变。

生活》

今年中秋月“十五月亮十六圆”
最圆时刻在中午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格鲁吉亚新总理和内阁
通过议会信任投票

据新华社上海9月9日电 上海浦东机
场三期扩建主体工程将于9月16日启用。
在此间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介绍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单体卫
星厅、全球首个采用城市轨道交通钢轮钢
轨制式的机场空侧捷运系统将正式启用。

据了解，该卫星厅位于浦东机场现有
T1、T2航站楼南侧，呈工字型，提供出发候
机、到达及中转服务。旅客可以通过捷运
系统往返航站楼与卫星厅，捷运系统的列
车最高时速80公里，单向行程最快2分30
秒，行车间隔小于5分钟。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冯昕
介绍，卫星厅新增 90个登机桥位，航班靠
桥率将从 50%提高到 90%以上，减少摆渡
车的使用，大幅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卫
星厅投运后，可减少地面保障车辆运输频
次和行驶距离，预测全年减少航空公司保
障车辆柴油消耗量1623吨；通过登机桥给
飞机供电方式每年可以减少飞机航油消
耗量 3.9 万吨，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5万吨。

近年来，上海航空枢纽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初步建成亚太地区大型航空枢纽。
目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共拥有 4座航
站楼、1座全球最大单体卫星厅、5个货运
区、6条跑道、435个停机位，客货设计能力
达到1.2亿人次和520万吨，城市航空基础
设施供给能力在亚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据统计，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2018年
的航空客运吞吐量达到1.18亿人次，连续
3年位列全球城市第 4位；航空货运吞吐
量达到418万吨，连续11年位列全球城市
第3位。

目前，上海浦东机场三期扩建主体工
程投入运营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将于 9
月16日迎接开航。

上海浦东机场
将启用全球最大单体卫星厅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记者9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
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首个物
流新业态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20年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货运与物流
管理处处长余兴源在当日召开的网络货
运发展座谈会上介绍，目前，网络货运平
台已整合 183万辆货车，占市场上营运货
车的 13%。网络货运发展带动了行业转
型升级，促进物流降本增效，但目前针对
物流新业态发展的法规制度不健全，制约
了行业健康发展。

余兴源表示，办法以培育壮大物流新
业态、新动能为目标，坚持鼓励发展、包容
审慎、问题导向、创新监管的原则，构建了
网络货运经营监督管理的制度体系。

我国首个物流新业态
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