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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MzT{81)*
^_j|tuX'tL)vFF
OZMMTLZM[MO'j|}s>?
~Q}sGHfgb!"#s
'̀ ah}

=>$%T{"&81)*
GHT)*&'g.h}+
f:(KL7n)9|8MMFNMON
f:(KT0n9||8MMKOEOO
f:(KL:n)9|8MMKKEKT
f:(KE7n*hhMMKOOKZ
f:(KL0n70+MMMELKO
f:(KL:nh|MMOTLTO
f:(KL:nh7|8MMM[FZ[
f:(KL0nf*vMMM[ZNN
f:(KL0n*hhMMMOFTN
f:(KT:n)9|8MMOL[OO
f:(KT:nh|MMFMMFK
f:(KT7n8+MMMFEMN

!"#$%&'()*+,-./0
123456789)*:;<=>?-@

!"#$%&'()$%*+!",-./012345
6789:;<=>?@ABCDEFG-.HIJ;8KL;
MNO;PQRS'TUV2W

X8YZ[\]H^_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

yz{uv|8uvwxy}{w~|!S"#$%&'$%&%()
*&+8uvw,yy-h.A&D/+Y0$12tuvw3y-@A
45@678J9:;'<=>?@"#ABhi>C45D
!hEH+FG812tHI"#h.A&J\$%&K^=>
?@"#uvw3y@A45@6ABHD!hEL2%MH+
FGDN)-.OP"#tuvwxyz{u~|8uvwxy}{wz|1
1QR+STG81UV+STG81+SWTGMUV+SXYZ[
\l]]]̂__̀̂abĉadsefHL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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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
均据新华社

■健康■本地

●福彩
双色球 第2019055期：01 06 11 15 19 31 10
3D 第2019127期：7 5 8
15选5 第2019127期：03 04 05 06 11
●体彩
6+1 第19055期：0 3 4 7 3 0 6
20选5 第19127期：04 06 09 15 20
排列5 第19127期：2 8 0 2 3

彩票开奖公告

■要闻速递

■国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齐心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记者 14 日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已向世贸
组织（WTO）提交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
件，提出改革的四方面重点领域。商务部有关负
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愿与各方共同推动改
革取得进展，使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
挥更大作用。

我国启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我国将在深圳市、包头市等地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示范模式。这是记者在13日
于深圳举行的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
上获悉的。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
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指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

浙江将让生活垃圾不出县

以问题为导向、补齐设施建设短板，到 2020
年，浙江省将新建76座城镇生活垃圾处置设施，
日处理城镇生活垃圾 11 万吨以上，确保生活垃
圾不出县。

在 13 日召开的全省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暨
高水平推进“五水共治”大会上，浙江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介绍，到2020 年，浙江省将实现县级以
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餐厨处理设施全覆盖，设
区市和县（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60%和 50%以上；并严控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混入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宁波51项成果
喜获省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通讯员 王虎羽 胡莎莎 记者
徐文燕）昨日，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省人
民大会堂举行，共授予 25 个项目省自然科学
奖、15 个项目省技术发明奖、259 个项目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

由宁波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持或参与
完成的 51 项科技成果获省奖，其中省自然科
学二等奖、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各 1 项，省自然
科学三等奖、省技术发明三等奖各 2 项，省科
技进步二、三等奖分别有 13 项、32 项，获奖总
数较上年增加41.7%，区域综合创新实力持续
攀升。

■国际

美欲追加16亿美元预算
加速重返月球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将为美国航
天局2020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美元，以加速
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13日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
们将使美国航天局再创辉煌，重返月球，然后
去火星。”特朗普当晚发布了一系列推文阐述
他对联邦政府2020财年预算草案的一些调
整。不过，这些调整还需在国会获得批准才能
最终落实。

美国两架水上飞机坠毁
致6人失踪10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两架搭载11人和
5人的水上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凯奇
坎附近的乔治湾坠毁，造成6人失踪、10人受
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1人情况危
急、3人伤势严重，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

参与救援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乔恩-
保罗·里奥斯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飞机坠毁原
因，无法确认飞机是分别坠毁还是相撞。

他说，坠毁的飞机机型在阿拉斯加州被
广泛用于飞行租赁服务，目前凯奇坎地区正
值观光飞行季。

印度合成新型化合物
可杀死癌细胞

印度研究人员最近报告说，他们新合成 25
种喹啉衍生物，在用实验室培育癌细胞系进行的
测试中，它们表现出强大的抗癌活性。

研究人员说，新型喹啉衍生物抗癌机制与现
有的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类药物类似，但它们具
有更强的杀灭癌细胞能力。

吸烟、饮酒等或导致骨质疏松

除年龄、性别等因素外，骨质疏松还与吸烟、
饮酒、药物等因素有关。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这
些因素容易导致线粒体受损，从而引发骨质疏松。

线粒体被称作细胞的“能量中枢”。这项新近
发表在《美国实验生物学协会联合会杂志》上的
研究指出，吸烟等因素可影响线粒体功能，导致
破骨细胞增殖，引发骨质疏松。

流感病毒在低湿度下更易传播

秋冬季节多发流感感染。美国耶鲁大学一项
最新研究发现，流感病毒之所以在秋冬季节更易
传播，一个关键因素是湿度低。

研究人员说，这一研究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为
何空气干燥的秋冬季节，流感病毒更易流行。因
此在流感季，防控工作应将湿度这一重要因素考
虑在内，比如在居家、学校、工作地点甚至医院等
场所利用加湿设备增加空气湿度，或许可以帮助
人们减轻流感症状、加快感染后的恢复过程。

■基金一览

5 月 14 日清晨，明晟公司（MSCI）
公布 2019年 5月的半年度指数审议结
果，将指数里的中国大盘纳入因子从
5%提高至10%，26只中国A股被纳入
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数量达到 264
只。据悉，本次调整将于 5 月 28 日生
效。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开放程
度提高，中长期来看，外资流入A股的

趋势不会改变，预计未来外资将成为 A

股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从外资的偏好来

看，A股价值投资、指数化投资将持续加

速推进，聚焦优质白马蓝筹的指数基金

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据悉，国投瑞银沪

深 300 增强指数基金于 5 月 13 日发行，

投资者不妨借助这一产品捕捉指数投资

机会。

把握MSCI扩容机会国投瑞银沪深300增强正在发行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