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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二届
网络安全大赛收官

本报讯（通讯员 徐若晖 记者 朱琳）昨天，
2019 宁波市第二届网络安全大赛在宁波财经学
院火热开赛。70 支精英战队，在布置好自身防御
的同时，不断地向其他战队发出攻击测试，努力
寻找对方暴露出来的弱点。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壹安科技一队获得冠
军。浙江电力一队、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战队、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队荣获亚军，宁波市妇女
儿童医院二队、宁波轨道交通一队、宁波市妇女
儿童医院一队、宁波华力信息系统工程战队、宁
波市第一医院战队获得季军。

最强大脑汇聚江北
共商“膜力之城”大计

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多位膜材料领域的
“最强大脑”、多家省内外膜产业的龙头企业、多
个国际膜与水处理的最新产品，汇聚于5月11日
在江北举行的2019年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上。

峰会上，备受关注的中国光电膜产业发展示
范基地落户江北，这是继 2017 年首届膜峰会发
表“中国膜都”宣言后，“膜力之城”建设又一大里
程碑。

在众多膜企的带动下，江北膜产业以平均每
年30%的超高增速迅速崛起，产值规模接近20亿
元。与此同时，膜幻动力小镇已列入国家级特色
小镇，成为上市公司的募投基地和企业上市挂牌
的摇篮。

中职幼教专业招生面试
十人中就有一人是男生

本报讯（通讯员 虞杰 王正 葛飚明 记者
徐叶）这两日，宁波市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招生面
试如火如荼进行。古林职高、外事学校、北仑职高
等多所中职学校被热情的学生及家长“挤爆”。

昨天是面试首日，几千名学生到各校参与竞
争。与去年相比，参加面试的男生比例进一步提
升，几乎10人中就有1人。从各校报名人数来看，
家长、考生对幼师行业认可度进一步提高。目前，
我市中职学前专业升学通道更为多样。除了多年
来传统的三年制、五年制方向，还有近两年浙江
省试点的七年制“中本一体化”模式。为学生继续
升学，提供了多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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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墨西哥首都从2020年起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议会 9 日以 51 票赞
同、1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提案，墨西哥
城将从 2020 年起禁止使用和分销一次性塑料
袋、吸管和餐具等塑料制品。

这项名为《固体废弃物法》的改革提案由墨西
哥绿色生态党提出。绿色生态党议员亚历山德拉·
罗霍德拉韦加表示，这项提案旨在增强企业和市
民的环保意识，净化首都环境，以造福子孙后代。

此外，墨西哥城市议会还将讨论相关财政措
施提案，支持塑料制品企业转向生产可降解产
品，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法审议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

法国国民议会 10 日开始审议巴黎圣母院重
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 4 月 15 日，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圣母院的
屋顶和塔尖被烧毁，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法国
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

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 10 日在会议
上说，重建工程不会仓促上马，必须遵守修复文
化遗产的有关法律法规，以使巴黎圣母院“重现
辉煌”。

目前，各界承诺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捐款的金
额已近 10 亿欧元。该法案还计划设立监管巴黎
圣母院重建工作的公共机构。

德国老年护理
专业人员短缺严重

德国联邦劳动局 10 日发布报告称，德国缺
乏老年护理专业人员，而且这一问题越来越严
重。联邦劳动局报告说，德国老年护理专业人员
2018 年岗位空缺多达 12200 人，缺口现象在所有
联邦州都普遍存在。德国养老机构去年平均要花
费 183 天，才能新招募到一个岗位专业人才，耗
时比2017年多12天。

报告指出，为缓解这一现象，德国需继续加
强相关职业培训，继续引入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年
护理专业人员。

德国患者保护基金会对媒体表示，解决护理行
业面临的困境需推出全面计划，包括好的薪酬、有
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等。

■科技

证监会派出机构
对3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近日依法对 3 宗案件
作出行政处罚。

青海证监局依法对王宇内幕交易“*ST 蓝
丰”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超 362 万
元，并处以超362万元罚款。

安徽证监局依法对融捷集团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及限制期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对融捷集
团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张加祥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广东证监局依法对中钰科技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案作出行政处罚，对中钰科技给予警告，并
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吴明
玉、储百顺、吕王德、高义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3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款。

优步上市首日破发

英国开发出最小纳米像素

英国研究人员10日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出迄今最小的像素，它
的尺度以纳米计算，只有目前智能手机像素的
百万分之一大小，有望用于制造柔性显示屏等。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这种像素的
中心是只有几个纳米大小的金粒子，它的外面
包裹着聚苯胺分子涂层。如果外界施加的电流
发生变化，这种像素就会改变颜色。

研究人员说，这是目前已知最小的像素，由
此组成的屏幕所展示的颜色在阳光下可被看
见，且无需持续通电来保持屏幕色彩。

印度开发出新型水分解催化剂

印度研究人员近日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开发出一种低成本催化剂，
可加速水分解产生氢气的过程，有助于氢能源
相关领域的发展。

印度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团队将氧化钴与偏
磷酸钠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新型催化剂。研究
团队说，与目前普遍使用的催化剂二氧化钌相
比，新催化剂参与的水分解反应中电流密度更
高，意味着反应速度更快，催化效率更高。

另外，新型催化剂的材料成本很低，不到二
氧化钌催化剂的0.5%。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网约车公司优步 10
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开盘就
跌破发行价，并且全天持续走低。

优步当天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 1.8 亿股
普通股，交易代码为“UBER”，每股定价 45 美
元，募资规模约81亿美元，成为今年以来美股最
大规模的IPO，也是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
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IPO。

当天优步开盘价为 42 美元，收盘价为 41.57
美元，较发行价下跌约 7.6％。按收盘价计算，优
步市值约 697 亿美元，低于此前融资时的 760 亿
美元估值。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于5月9日至10
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磋商结束
后对媒体表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经贸关系是中美
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也
涉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
步。

刘鹤表示，中方此次带着诚意来华盛顿磋商，与
美方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
磋商。中方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这不利于
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中方将不得
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刘鹤强调，双方的协议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目前双方在很多方
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中方三个核心关切问题必须
得到解决。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关税是双方贸易

争端的起点，如果要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
取消。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双方在阿根廷
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
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协议文本
必须平衡，目前仍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讨论。去年以
来，双方谈判出现几次反复，发生了一些曲折，这都
是正常的。在双方谈判仍在进行的过程中，随意指责

“倒退”是不负责任的。
刘鹤表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

的事情。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将带来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
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
观。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曲折是好事，可
以检验我们的能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共同努力，任何
困难都不怕，一定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
态势。

刘鹤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时表示

合作是正确选择 重大原则决不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