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9日电 巴
西前总统卢拉当地时间8日下午走出位
于南部城市库里蒂巴的联邦监狱，暂时
结束了1年半多的牢狱生活。

巴西最高法院 7日晚间通过决议，
认为二审被判有罪后入狱不符合宪法，
因为嫌疑人还有最后一次上诉机会。
卢拉的辩护律师请求释放因二审判决
有罪入狱的卢拉。

库里蒂巴所在的巴拉纳州司法机
构 8日接受了卢拉辩护律师的请求，批
准卢拉出狱。

卢拉 2017 年被一审判决在海滨城
市瓜鲁雅住宅案中犯有贪腐和洗钱罪，
获刑9年6个月。2018年1月联邦第四地
区法院维持一审定罪并把刑期延长至12
年1个月，同年4月卢拉被捕入狱。今年
4月其刑期减至8年10个月20天。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2003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
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
干意见》，制定了振兴战略的各项方针政
策，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
业的摇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
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
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中共十六大
报告强调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加快调整和改造”。2003年10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
这一战略正式实施。12月，国务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

此后，中央先后在东北地区实行了
一系列促进振兴的优惠政策，振兴战略
得到进一步展开。

经过努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战略取得初步成效。一批重大项目
顺利实施，一批重点老企业的技术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
退产业援助机制日益形成。国有经济战
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步伐逐步
加快。东北地区开始呈现出差异化发
展、协作分工的良性态势。

在此基础上，2007年 8月，经国务院
批复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发布，提出
经过 10年到 15年的努力，实现东北地区
的全面振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着眼于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局的一项
重大举措，是中央继建设沿海经济特区、
开发浦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
后，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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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1 月 9 日电 记者从辽
宁沈阳市公安局获悉，经过4个月缜密侦
查，他们摧毁了一条由天津市和吉林省
辽源市向沈阳贩运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
体制剂的地下通道，共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 21人，缴获各类含可待因复方口服
溶液1000余公斤。

据介绍，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
剂俗称“止咳水”，因其成分中含有可待
因、麻黄碱，可刺激中枢神经，从而起到镇
痛、镇静、止咳的作用，大量服用会产生快
感和幻觉，长期饮用则易使人上瘾。因“止
咳水”在青少年群体中滥用成瘾的问题日
益突出，它已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管理。

2019 年 2 月，沈阳市公安局刑侦禁
毒局缉毒三大队民警发现，部分吸毒人
员通过微信从一名叫“小威”的男子手中
购买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据沈
阳市公安局刑侦禁毒局和法库县公安局
组成的专案组调查，“小威”的真实身份
为 35岁的男性安某，他伙同他人从天津
市购买毒品后，以物流的方式运输至吉
林省辽源市后，再贩运到沈阳市进行贩
卖，该团伙平均每月与上线往来交易3至
4次，每次交易的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
制剂及其他精神类管制药品数量较大。

经过前期调查工作后，6月 29日，专
案组民警在沈阳和天津两地同时开展抓
捕行动，一举将安某和他在天津交易的
上线李某抓获，当场从两人住处收缴各
类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 500 余公斤。
同时，又在沈阳将安某的11名下线抓获，
累计收缴各类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
500余公斤。

目前，安某和李某等 11名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其他违法人员被依法予以行
政拘留。

国内》 环球》 社会》 服务》

北金牛座流星雨
13日迎来极大

新华社天津11月10日电 天文专家
介绍，北金牛座流星雨13日将迎来极大，如
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可见明亮“火流星”。

在流星雨界，有一对著名的“双胞
胎”——南、北金牛座流星雨，分别在
10 月和 11 月迎来极大。天文资料显
示，南、北金牛座流星雨的活跃期很长，
从 9月下旬一直持续到 11月下旬，由于
辐射点赤纬较高，北半球的观测条件较
好，因此它们也被称为贯穿北半球秋天
的流星雨。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赵之珩说，由于来源同为2P恩克彗星
抛出的尘埃团，这对“双胞胎”还是有很
多类似的地方，例如流星体速度较慢，亮
度高，颜色偏白且常有明亮的“火流星”
出现等。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北金
牛座流星雨的赤纬要高10度多，而且在
时间上要推迟1个月。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的北金牛座流
星雨将在13日迎来极大，其辐射点在金
牛座的昴星团附近，整夜可见，对北半球
的观测非常有利。

“极大前后几天，只要天气晴好，我
国感兴趣的公众在做好保暖的同时，可
选择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地方，找一处
面朝东南方天空的视野开阔处，从22时
开始抬头耐心眺望，或许就能目睹到美
丽且明亮的‘火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优
雅地划过夜空。”赵之珩说。

玻利维亚总统呼吁通过
全国对话寻求危机解决方案

科技》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0日电 近日，
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南京理工大学电
光学院学生团队研制的“CyteLive”无透
镜细胞分析监测仪获高教主赛道金
奖。这种新一代无透镜全息显微镜打
破国外在该领域的垄断，成本仅为同类
产品的百分之一。

团队负责人、博士研究生卢林芃介
绍，传统显微镜镜头受到“物镜比例法
则”的制约，大视场和高分辨率不可兼
得。“CyteLive”抛弃了传统显微镜的光
学镜头，只保留光源和传感器，实现了
小型化和轻量化，单手即可托起。

“它的体积仅有传统显微镜的
0.8%，可直接内置于培养箱里观察活细
胞。”卢林芃说，由于去除了复杂的机械
调焦装置，新型显微镜要通过先进的计
算成像算法，把样本图像“算”出来。也
因为无需透镜，这款显微镜的视场能够
达到传统显微镜的 200倍，单幅图像可
达1亿像素，同时观测10万个血细胞。

这型显微镜体积小巧，却身藏无透
镜相位恢复、像素超分辨等多项核心关
键技术。项目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江苏省重大基础研究计划、江苏省重点
研发计划等科研支持，相关技术已发表
高水平 SCI论文 3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
利37项、PCT国际专利11项。

南京理工大学学生团队
研制出新型无透镜全息显微镜

辽宁沈阳警方打掉一大量
贩卖“止咳水”贩毒团伙

》

——新中国峥嵘岁月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新华社利马11月9日电 玻利维亚

总统莫拉莱斯9日呼吁全国各个党派进
行对话，寻求自10月总统大选以来出现
的严重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以
恢复国家和平与安定。

莫拉莱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强调，为了维护国家民主，他建议
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党派举行“紧急会
议”，就当前国内局势进行对话。此外，
他还邀请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参与此
次对话。

莫拉莱斯同时坚称自己在 10月 20
日的大选中获胜，呼吁他的支持者以和
平方式应对那些不尊重选举结果、破坏
社会稳定的暴力行为。

代表公民社群党参加总统大选的
候选人、前总统梅萨当天拒绝参加莫拉
莱斯提议的对话，并呼吁其支持者继续
举行“和平游行”。他强调，解决国家目
前所经历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立即
重新举行总统选举。

连日来，玻利维亚政治和社会危机
不断加剧。全国多个城市的警察发动
反政府行动。

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
从第二处冲突地区撤军
新华社基辅11月9日电 乌克兰联

合力量行动司令部9日发布消息称，当地
时间9日中午乌克兰军方和东部民间武
装从顿涅茨克州靠近博格达诺夫卡和彼
得罗夫斯科耶的军事接触区开始撤军。

乌克兰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称，在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乌克兰观察团监
督下，9日中午12时左右乌克兰军方和东
部民间武装互发信号弹通知对方开始撤
军。乌政府军方面将撤离42名士兵和3
辆装甲车至距离军事接触线一公里的新
军事据点。双方还将对撤军区域的防御
工事和军事设施进行拆除和排雷。整个
撤军行动大概将持续三天。

10月29日，乌东部冲突双方在卢甘
斯克州的佐洛托耶地区已经实施了类
似撤军行动。

巴西前总统卢拉暂时出狱

新华社南昌 11 月 9 日电 江西省公
安厅日前发布消息，江西上饶德兴市警
方侦破一起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案，起获证件封皮、内页5000余份和各
类假公章3000余个。

2019年初，德兴警方根据日常工作
中发现的一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线索，在湖南省娄底市抓获制贩假证犯
罪嫌疑人郭某章，在其制证窝点内起获证
件封皮、内页5000余份，各类假公章3000
余个及电脑、过塑机、打印机等一批制证
工具。随后，在上海、山东、湖北、黑龙江
等地抓获销售代理等犯罪嫌疑人4名。

经查，犯罪嫌疑人郭某章通过微信将
假证编号发送给湖南长沙籍人员李某
意。警方据此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意、
王某锁，查明犯罪嫌疑人通过高仿网站
帮助制贩假证人员进行假学历、假资质
验证的犯罪过程。其中，高仿网站已录
入假证人员信息8000余条。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章、郝某江等人
因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
被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李某意、王某锁因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移送起诉。

江西警方侦破一起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国内》

11.3亿美元！
第二届进博会
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 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0日闭幕。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此次进
博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年计，累计
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孙成海在当日举行的第二届进博会
闭幕新闻通气会上说，第二届进博会延续

“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共有181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800多家企业
参展，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采购商到会
洽谈采购，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截至
10日中午12时，累计进场超过91万人次。

本届进博会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孙
成海说，与首届相比，企业商业展规模、质
量、布展水平均实现了新突破。据初步统
计，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或服务391件，高于首届。进博会正逐步
成为各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和交易采
购的首选平台。与此同时，第二届进博会
期间，共举办380多场配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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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防办国有资产公开对外招租，
三栋别墅位于星子县温泉镇步红
温泉：A幢面积1306.10m2、B幢面积
573.90m2、D幢面积1306.10m2。
电话：15607919207

招 租

8229333喜洋洋搬家
8582345前进搬家
8568887步步高搬家
8503058好运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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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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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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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项目合作
15279214911

新闻写作通讯员
详询：15170993505

免费
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