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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社会
百城禁毒亲子阅读活动在京启动

银保监会 2019 年督促银行保险机构——

清退、赔付消费者 40.92 亿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李延霞）记者从中国银
保监会获悉，为维护银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
通过开展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专项检查、投诉核查
等，2019 年度督促银行保险机构清退、赔付消费者 40.92
亿元。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在日前举行
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银保监会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
通过对产品设计、销售、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理赔、互联网

保险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开展排查整治，主要发现了 6 个方
面的问题，包括银行理财和信用卡乱象较多、银行与第三
方机构合作问题凸显、信托产品嵌套复杂、个别消费金融
公司息费率过高、保险销售误导仍是顽疾、部分产品过于
复杂使消费者无法理解等。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加大了查处力度，同时针对银
行保险消费权益易受到侵害的突出领域和风险类型，开
展‘以案说险’等多种形式的风险提示，通过强化金融消
费者教育宣传，
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
郭武平说。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为切实做好学校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在校学生禁毒意识
和拒毒防毒能力，值秋季开学之际，由中国禁毒
基金会等单位举办的禁毒故事读本和趣味教具
捐赠暨首届百城禁毒亲子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日
前在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举行。
启动仪式上，中国禁毒基金会将受赠的一批
禁毒故事读本《西游记后传之降妖除毒》和“奔跑
吧，悟空！”青少年禁毒趣味教具，现场转赠给江
西省莲花县、湖北省恩施州、湖南省湘西州、贵州
省毕节市及云南省镇雄县等 5 个贫困地区，用于
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科技
国内

金星大气层中有磷化氢或为生命印记

图说

世界首座高铁跨海斜拉桥主塔封顶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齐中熙）记者从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15 日，由中国铁建铁四院设
计的新建福（州）厦（门）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主塔封
顶。泉州湾大桥全长 20.29 公里，大桥有 9 公里跨越泉
州湾中部海域，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达到 350 公里的高
铁跨海斜拉桥。
福厦高铁正线全长 277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为
我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跨海高铁。预计 2022 年通车
运营后，
福州至厦门行车时间将缩短至 1 小时以内。

8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9 月 15 日，工作人员在 2020 线上智博会上介绍“基
于北斗卫星系统的组合导航/定位模块”
。
当日，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
开幕。本届智博会聚焦“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主题，主会场与分会场、线上与线下有机融合，采
取互动式交流、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示等多种形式，
集中呈现全球智能化发展最新成果。2020 线上智博会
设置线上展厅，包括线上重庆、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
能应用、智能技术等虚拟展区，线上参展单位 551 家，
其中外资企业 148 家。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雨萧）国
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71 亿元，同比增长 0.5%，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国际
日本在野党重组成立新的最大在野党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姜俏梅）由日本立
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重组后构成的新在野党
15 日举行建党大会，这标志着日本新的最大在野党正
式成立。
新党沿用立宪民主党的党名，拥有国会议员 150
人，其中众议员 107 人、参议员 43 人。该党当天在建党
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表明将作为菅义伟政权的对
抗势力迎接下届众议院选举。
菅义伟 14 日当选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将
在 16 日召集的临时国会上被推举为新首相。

“霍威尔”
彗星 17 日将达最亮
天文爱好者可尝试观测

我国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高分 03-1 组卫星

普京说俄罗斯将履行
对白俄罗斯所有承诺
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4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
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4 日在俄罗斯旅游城市索契举行会
晤时表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亲密盟友，俄方将履行与
白方所有协议中做出的所有承诺。
普京祝贺卢卡申科赢得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并表示
俄罗斯支持白俄罗斯人民在不受外界压力影响情况下，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并达成共识。普京还宣布，俄罗斯将
向白俄罗斯提供 15 亿美元贷款。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大象搬家 18070219392

小分类 大市场

9 月 15 日 9 时 23 分，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
号海射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式将“吉林一号”
高分 03-1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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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凯 画册·简报·联单·表格
电
6722 8832 李先生
印刷 话 137
0792-8222 570
兴源 书刊 画册 报纸 包装盒
（全新进口四色机\具备出版物印刷资质）
彩印 电话：13979264193

1517099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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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天津 9 月 15 日电（记者周润健）天
文专家介绍，一颗名叫“霍威尔”的彗星（编号为
88P/Howell）将在 9 月 17 日达到最亮，感兴趣的天
文爱好者借助天文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可尝试
寻找这位
“天外来客”。
彗星是一种环绕太阳或行经太阳附近的云
雾状天体，主要成分是水冰。彗星大部分都比较
暗弱，
明亮到能用肉眼看到的比较稀少。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
成介绍说，
“霍威尔”
彗星是一颗短周期彗星，
回归
周期在5.5年左右，
它于1981年8月29日被发现。
9 月 17 日，
“ 霍威尔”彗星将达到最亮，亮度
约为 8.6 等。这之后，这颗彗星将继续向太阳飞
去，直到 9 月 26 日到达近日点。这之后，它将逐
渐远离地球，
亮度也开始变暗。
这段时间内，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感兴趣的天
文爱好者在每天 20 时左右，借助天文望远镜或
双筒望远镜观看，有望找到该彗星的
‘身影’。

福利院招聘
（新华书店隔壁 1-3
旺铺 浔阳路
楼）面积 270m ，租金面议。
招租 电话：15307925703 邹女士
2

招

张机医馆

据新华社伦敦 9 月 14 日电 欧洲南方天文台
14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在
金星大气层中探测到了磷化氢的踪迹。分析认
为，金星上可能存在未知的光化学过程等，或者
有可能这些磷化氢源于某种形式的生命。
团队负责人、英国加的夫大学的简·格里夫
斯介绍，他们利用架设在夏威夷的 JCMT 望远镜
对金星进行观测，发现了磷化氢的踪迹，之后又
通过架设在智利的大型射电望远镜阵列 ALMA
确认了这个发现。
这一国际团队包含来自英国、美国和日本的
天文学家，他们根据观测数据推断，金星大气层
中的磷化氢浓度很低，大约每 10 亿个分子中仅
有 20 个磷化氢分子。
在地球上，磷化氢仅见于工业生产领域或由
厌氧微生物所产生。对于金星上磷化氢的来源，
研究团队进行了大量分析，推断是否来自光照、
闪电、火山或者从金星表面向上吹至大气层中的
矿物质等，但根据已有知识的计算结果均不支持
这些来源。研究人员因此表示，一种解释是金星
上存在前所未知的光化学过程等。
另一种解释是，
金星大气层中的磷化氢可能是
某种生物留下的印记。据团队介绍，
地球上的一些
细菌等微生物会从矿物等物质中吸取磷元素，
在生
命活动中产生磷化氢，
并排出体外。如果金星上真
的存在某种生物，
其生存形式可能与地球生命迥然
不同，
但也能像地球微生物一样制造磷化氢。

租

长虹大道有办公室出租（面
积约 500m2），另有 1 栋办公
楼及 2 个厂房整体招租。
联系电话：17770220066

资产招租

为扩展九江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现有 13 处资产对外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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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电话：
0792-8137022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 2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