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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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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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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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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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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费维权：12315
● 供电服务：95598
● 交通救援：122
● 电话查询：114
● 急救服务：120
● 治安报警：110
● 火灾报警：119

怡莱酒店（原客主豪泰酒店）是华
住集团旗下的品牌连锁酒店，位于滨
江路10号（百岁坊），距火车站、长途汽
车站十几分钟的路程。

电话：18907928333

怡莱酒店租让

15170993505

据新华社利雅得2月23日电（记者涂一帆）沙
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3日说，多国联军当天
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存放弹道导弹和无
人机的数个仓库。

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通过沙特通讯社发表
声明说，多国联军当天采取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
装军事目标，以破坏该武装在萨那的弹道导弹及
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能力。

图尔基指责胡塞武装将萨那变成弹道导弹
及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中心，从而有计划和
系统地袭击沙特城市和平民目标。他说，此次行
动是对胡塞武装 21日向沙特边境城市发射导弹
的回应。

多国联军 21 日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
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平民区发射的弹道导
弹。

2014 年 9 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
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 年 3 月，沙特等
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
事行动。

多国联军摧毁也门胡塞武装
存放导弹和无人机的仓库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2 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研究人员最新开展的一
项小鼠实验显示，绿茶提取物结合运
动可大幅降低肥胖相关脂肪肝的严重
程度。这项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美国
《营养生物化学杂志》上。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
员让被喂食高脂肪食物的小鼠连续16
周进食一定量不含咖啡因的绿茶提取
物，并定期在“跑步机”上跑步。结果
显示，它们肝脏的脂质沉积仅为对照
组（不吃绿茶提取物且不定期运动）小

鼠的四分之一；对于只吃绿茶提取物
或只定期运动的小鼠，它们肝脏的脂
质沉积约为对照组小鼠的一半。

除观察小鼠肝脏组织外，研究人
员还分析了小鼠粪便中蛋白质和脂肪
的含量，结果发现进食绿茶提取物并
定期运动的小鼠，粪便中脂质和蛋白
质水平更高。

论文通讯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食品科学副教授乔舒亚·兰伯特
认为，这是因为绿茶中的多酚与小肠
分泌的消化酶相互作用，部分抑制了

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
分解，而一些未被消化的脂肪等会通
过粪便排出。

研究还发现，绿茶提取物结合运
动会增加小鼠体内与新线粒体形成有
关的基因表达，这有助探究绿茶提取
物和运动相结合缓解脂肪肝的具体机
制。

兰伯特提醒，目前尚没有临床试
验证实绿茶与运动相结合有益人体健
康，因此人们在尝试相关保健方法时
一定要保持谨慎。

新研究：绿茶结合运动有助缓解脂肪肝

新华社洛美2月24日电（记者肖玖阳）多哥全
国独立选举委员会 24日公布的该国总统选举投
票初步结果显示，现任总统、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
候选人福雷赢得本次选举，第四次当选多哥总统。

根据初步结果，福雷获得 72.36%的选票，他
的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理、多哥促进民主与发展爱
国运动党候选人科乔获得 18.37%的选票。本次
选举投票率为76.63%。

初步结果还需要得到多哥宪法委员会的
确认。

现年 53 岁的福雷 2005 年当选多哥总统，
在 2010 年以及 2015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连
任至今。

多哥位于非洲西部，人口约700万，总统经选
民投票直选产生，任期5年。

福雷第四次当选多哥总统

新华社吉隆坡2月24日电（记者林昊 郁玮）
马来西亚总理府24日宣布，总理马哈蒂尔当天向
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递交了辞呈。

总理府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马哈蒂尔的辞
呈当天中午递交最高元首阿卜杜拉。

此前，马哈蒂尔所属的土著团结党宣布退出
执政的希望联盟，同时表示该党所有国会议员继
续支持马哈蒂尔担任总理。

马哈蒂尔领导的希望联盟在 2018 年 5 月
的大选中获胜，他时隔 15 年再次出任总理。
就任后，马哈蒂尔多次表示将在一定时间后将
总理职务交给前副总理安瓦尔，但一直没有确
定具体日期，引发外界猜测。

马来西亚总理
马哈蒂尔递交辞呈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记者田

晓航）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近日，科技部完成 2019年度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
项立项工作，此次共立项项目43项，中
央财政投入经费4.27亿元。

在这43项项目中，由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作为推荐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各
二级院所作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的项目
中标9项，中央财政投入经费0.95亿元。

据悉，“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
专项是“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唯一的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据统计，

“十三五”期间“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
点专项共立项126项，中央财政总投入
经费达14.51亿元。

该重点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
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质量控
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
业三个环节进行全链条、一体化设计，

将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
承与创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
资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示
范、中医药国际化和民族医药传承与
创新等六大任务，旨在制定一批中医
药防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
案，开发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提升中
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
服务的现代提升和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的发展，助力中医药现代化。

2019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立项43项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记者施
雨岑）记者24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对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进行升级，
进一步丰富平台资源，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据介绍，升级后的平台资源包括

防疫教育、品德教育、课程学习、生命
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
育、经典阅读、研学教育、影视教育、电
子教材等 10个板块，新增加了生命与
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
经典阅读、研学教育，并更新补充了部

分内容，供自主选择使用。
同时，应学生和家长要求，平台增

加了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4“同上一
堂课”播出的小学及初中、普通高中课
程，可通过平台收看电视直播，也可在
课程学习栏目点播回看。

教育部升级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记者胡
璐）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
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
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
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
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
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

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
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
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
物。

决定规定了严厉惩治非法食用、
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对违反野生动
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猎捕、
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在现行
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对本决定
增加的非法食用和以食用为目的猎
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的行为，参照
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关于同类
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对于鸽、兔等人工养殖、利用时间
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的
人工饲养的动物，决定规定，列入畜禽
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
适用畜牧法的规定。

决定还规定，因科研、药用、展示
等特殊情况，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
食用性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国务院
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定、完
善野生动物非食用性利用的审批和检
疫检验等规定，并严格执行。

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
执法责任主体，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加
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力度，严格查处违反本决定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行为；对违法经营场所和
违法经营者，依法予以取缔或者查封、
关闭。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应当依据本决定和有关
法律，制定、调整相关名录和配套规
定。

我国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