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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本报讯（通讯员 周煜 记者 樊莹）记者昨
天从鄞州区民政局获悉，宁波市人民政府已正
式同意鄞州区调整梅墟街道行政区划，即以剑
兰路为界，将原梅墟街道划分为梅墟街道和聚
贤街道。目前鄞州区共有 15 个街道，10 个镇。
新的梅墟街道位于剑兰路以东，下辖梅沁、
梅墟、梅福、梅苑 4 个社区，上王村通过撤村建居
并入梅苑社区，街道办事处驻枫香路 378 号。聚
贤街道位于剑兰路以西，下辖翔云、聚贤、广贤、
菁华 4 个社区，涂田涨村通过撤村建居并入聚贤
社区，街道办事处驻腊梅路 799 号。

记者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近日，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分局保护人员在整
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个由 5 名成
员组成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相当罕见。
据介绍，这段长达 50 秒的珍贵视频拍摄时间
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 6 时许，画面十分清晰。视频画
面显示，一只母虎带着 4 只小虎正在镜头前悠然玩
耍。虎妈妈慈爱满满，虎宝宝呆萌顽皮，一家 5 口十
分惬意。

梅墟街道行政区划正式调整

吉林拍到东北虎一家五口

宁波市眼科医院新院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陈贞贞 记者 贺艳）昨天，
宁波市眼科医院新院正式投入使用，医院地址
从原来的民安路 855 号搬迁到东部新城北明程
路 599 号。
新院按照三级甲等眼科专科医院的标准规
划建设，在市内首创门诊诊区自助签到、自助挂
号、自助结算一体，逐步实现依次排队、有序就
医、减少拥挤，带给市民全新的医疗体验。

镇海发放全市首张
多产品单元合并发证
本报讯（通讯员 许华鑫 记者 王冬晓）近
日，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利拿到全市
首张食品相关产品多产品合并发证。
近年来，全国工业产品许可证发证加大改
革力度，除化学品等特殊产品外，全面推行“一
企一证”等新举措，对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
的产品，按照“一企一证”的要求发证。凡是跨类
别生产的企业，新申请许可证时，一并审查颁发
一张证书；换发许可证时，将多种类别产品的许
可合并到一张证书上。同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实现“先证后核”，真正做到审批流程最优、取
证时限最短的生产许可证管理模式。

宁波首次将 3D 打印技术
应用于产科手术
本报讯（通讯员 庞贇 记者 贺艳）日前，宁
波大学附属医院成功为一名完全性前置胎盘伴
胎盘植入的产妇实施了手术，由于精准定位子
宫切口，有效避开前壁胎盘，所以从切开子宫到
娩出胎儿几乎无明显出血，母子平安。为她带来
福音的是一项新技术——3D 打印技术。这也是
宁波首次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产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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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美媒称美军已开始
从叙利亚撤出军用装备
据美国媒体 10 日报道，美军已在近期从叙
利亚撤出第一批军用装备。
一名匿名美政府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证实，已有部分美军装备被运出叙利亚。
这名官员称，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法透露这批
装备的组成以及从叙利亚何处或以何种方式
撤出。
报道称，美国防部撤出装备是在遵从前防
长马蒂斯离职前签署的撤军执行令，同时也意
在向白宫表示，军方在总统特朗普下达撤军指
令后已“有所行动”。

特朗普宣布取消达沃斯行程

全球海洋变暖了多少？
科学家们做出更准确的计算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支科研团队联
合国际同行做出最新估算认为，全球海洋变暖速度
比之前国际组织预估的要快 12%至 21%。
权威学术期
刊《科学》于北京时间 11 日发表这一研究结果。
科学家通常认为，温室气体导致地球系统的
能量不断增加，这些能量主要累积在海洋中，导致
海洋变暖，进而造成海平面上升、溶解氧下降、极
端事件加剧等后果。若不积极应对，21 世纪将出现
更强的海洋变暖现象。

2018 年我国小汽车突破 2 亿辆
新能源汽车增长七成
公安部 11 日发布，2018 年全国小汽车保有量
首次突破 2 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 107 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 3172 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27 亿辆，其中小
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辆，全年增加 107
万辆，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107 万辆，增长 70.00%。
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
加 50 万辆，呈加快增长趋势。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09 亿人，近五年年均增量超过 3000 万人。

■服务

医院流感患儿扎堆
专家支招科学应对流感
近期，各地气温骤降，流感来袭。流感患儿激
增，其中幼儿园学生和初中生明显增多。患儿主要
病症为发烧、咳嗽、乏力、食欲减退，有一些病情严
重的患儿高烧不退，引起抽搐半夜送进医院进行
救治。
专 家 提 醒 ，冬 季 是 流 感 病 毒 活 跃 期 ，病 毒 多
通过手 、口接触来传播，尽量不要带小孩去人多
的地方 。家长不要给孩子滥用抗生素 。对于病毒
引起的感冒和流感，抗生素非但无效，使用不当
反而会引起机体菌群失调，有利病菌繁殖，加重
病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宣布，取消原定前往
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行程。特
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
说，鉴于国会民主党人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不
妥协以及安全对于美国的高度重要性，他决定
取消达沃斯之行。
由于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在修建边
境隔离墙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拨款
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联邦政府机
构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开始陷入“停摆”。白
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自“停摆”开始以来进行了
多轮谈判，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科技

“神秘信号”来自外星人吗？
科学家发现宇宙中“神秘信号”的消息近日
刷屏，许多人将其与外星人联系起来，但无论是
贴出论文的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还是探测到
信号的加拿大实验团队，都没有提到外星人。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9 日贴出两篇论文，
它们来自“加拿大氢强度测绘实验（CHIME）”
团队，其中一篇论文说该团队探测到 13 个“快
速射电暴”，第二篇论文则重点介绍了其中一
个代号为 FRB 180814.J0422+73 的重复快速射
电暴，这就是引发热议的“神秘信号”。快速射
电暴的源头可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天体，比如
可能与超新星爆发和黑洞有关。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与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互拍
1 月 11 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
视器正常工作，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完
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
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
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探月工程
取得“五战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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