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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吉林松原发生5.1级地震
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记者 1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经向当地消
防救援中队了解，18 日吉林松原发生的 5.1 级地
震震感明显，有个别房屋出现裂缝，暂未接到人
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报告。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立即作出
部署，要求快速了解地震情况，指导全面搜救，做
好趋势研判。松原消防救援力量已赶赴震中附近
查看灾情。

据了解，5 月 18 日 6 时 24 分，吉林松原市宁
江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长春、哈
尔滨、大庆等地有震感。

华为在欧推广快服务智慧平台

中国华为公司 17 日在第四届法国“科技万
岁”科技创新展期间举行开发者沙龙，向百余家
欧洲地区合作伙伴介绍基于人工智能精准分发
服务的华为快服务智慧平台。

华为消费者业务云服务智慧业务部部长马
传勇表示，华为在全球共有 56 万开发者，需要
积极发展本地合作伙伴，提供本地内容，服务
本地消费者。华为快服务智慧平台接入开发者
的内容和服务后，通过人工智能精准导流实现
智慧分发，一次接入即可分发到手机、平板电
脑、智能手表和智能音箱等华为终端的全场景
流量入口，以帮助开发者以“最低”成本获取

“最高”价值的流量。

浙江今年立法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浙江省政府近日公布 2019 年立法工作计
划，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被纳入其中。

据了解，2019 年度内，浙江省要力争完成 11
件重点立法项目，包括6件需要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浙江省民营企业发
展促进条例》上榜。

浙江省政府指出，相关部门要更加注重发挥
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服从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聚焦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对力
争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起草单位要公开征
求社会意见，充分调查研究，注重专家论证，协调
重大分歧，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提交送审稿。

普京要求普及地理知识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指示政府采取多项措
施为国民普及地理知识，其中包括将地理纳入俄
高校更多专业的入学考试。

兼任俄地理学会主席的国防部长绍伊古 17
日说，目前，俄中小学地理教学水平低下，“旅游”

“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等高校专业在入学时
不考地理，导致学生地理知识匮乏。绍伊古说，
2018 年俄全国高考考生为 40 万人，而参加地理
考试的只有1.6万人，这不利于俄应对人口形势、
北极开发等方面的挑战。

“垃圾风波”愈演愈烈
菲律宾召回驻加大使

菲律宾媒体 17 日报道说，菲律宾驻加拿大
大使彼得罗妮拉·加西亚已被召回，当天早间乘
飞机返回马尼拉。菲政府此举意在抗议加拿大迟
迟不将滞留在菲的垃圾运回本国。

分析人士指出，菲律宾在“垃圾风波”中采取
强硬立场，这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转移垃圾
的自私行为说不的又一例证。刚刚修订的《巴塞
尔公约》将塑料垃圾列入进出口限制对象，一些
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做法将越来越难以得逞。

宁波帮博物馆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在“5·18 国际博物馆
日”来临之际，宁波帮博物馆面向社会诚招志愿
者，凡是年龄在 18 至 65 周岁，身心健康，有一定
的语言表达能力，热爱文旅事业，自愿义务为公
众服务的各界人士，均可报名。

此次志愿者招募岗位为中文或英文讲解、摄
影、文化活动策划、文博研究等。博物馆将对审核
通过的报名者进行集中培训、岗位分配、考核上
岗。报名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结束，有意向的市民
朋友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0574—56800600 或者登
陆宁波帮博物馆网站志愿者栏目进行报名。

宁波土壤污染防治
“年考”全省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众 记者 林伟）昨天，
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根据省里最新通报的
2018 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情况考核结果，宁
波以 99.18 分的总分在全省十一个设区市中名
列第一。

其实，早在 2009 年，宁波就启动了土壤污
染治理工作。今年 1 月 1 日起《土壤污染防治
法》正式施行，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截至
目前，我市共有 19 个污染地块已开启风险管控
或治理修复。

公交卡可以在微信充值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夏萌 记者 范洪）记者昨
日从宁波市民卡公司了解到，宁波公交卡的微信
充值功能已通过测试并上线，今后，用户不用在
单独下载 app，就能在微信中完成手中公交卡的
充值。

用户通过登录“宁波市民卡”官方微信公众
号，在“补登充值”中，只要填写公交卡号，就能进
行充值，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微信里充值后
的公交卡，充值金额还无法到账使用，用户还必
须要找到就近的“小黄盒子”，把卡片放在上面刷
一下，完成“补登”，充值的钱才能到账。

奉化博物馆
今年11月将建成投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对4城市进行预警提示

记者 18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为
进一步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城市主体责任，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在 4 月 19 日对 6 个城市进行预警
提示的基础上，又对近 3 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二
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的佛山、苏州、大
连、南宁4个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进一步加强市场监测
分析，及时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把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上交所依法依规决定
两家公司终止上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 17 日宣布，依法依规决定
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海
润）和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ST上普）两家公司股票实施终止上市。

据了解，两家公司中，*ST海润触及净资产、
净利润和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等三项强制退市标
准。*ST 上普因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暂停上市，并于今年 4 月 9 日举行
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主动退市议案。

市民近距离赏鉴藏品

本报讯（通讯员 张牵牛 首席记者 薛曹盛）
昨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奉化区文保所打开鉴
赏室大门，邀请市民近距离鉴赏 10 件精选的奉
化博物馆馆藏文物，比如卓恺泽烈士使用过的左
轮手枪、茗山后遗址出土的陶鼎，美轮美奂的“万
工轿”，清代官盐牌照等，让市民了解“国宝”的前
世今生。

奉化文保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在建的奉化
博物馆已进入后期阶段，总面积达 1 万多平方
米。现在展厅的装修、布置在加紧进行，今年 11
月将建成投用。

■科技

■经济

美国白宫推迟6个月
就汽车加征关税作出决定

美国白宫 17 日宣布推迟 6 个月就是否对进
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作出决定，并指示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有关经济体就汽车贸易进
行谈判。

声明称，相关谈判由莱特希泽领衔，如果不
能在180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将决定是否采取
进一步措施。

委内瑞拉政府证实
与反对派进行初步对话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7 日晚在电视讲话
中证实了委政府派出代表团在挪威与反对派进
行接触对话，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的
方法。

马杜罗说，17日上午委新闻和通信部长豪尔
赫·罗德里格斯以及米兰达州州长埃克托尔·罗
德里格斯已从挪威返回委内瑞拉。目前双方正向
着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迈进。”

“科学”号起航探秘
马里亚纳海沟神秘海山

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18日
从青岛母港起航，将对全球最深海沟——西太平
洋马里亚纳海沟的一座人类从未探索过的海山
进行精细调查。

航次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
究员徐奎栋介绍，本次科考是执行国家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项“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科学
调查”航次任务，将利用“科学”号上搭载的“发
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对马里亚纳海沟的一座
未知海山进行多学科综合探测，从地形地貌、水
文物理、化学和生物生态等多学科开展综合调
查，获取相关数据及生物、沉积物和岩石样品。

据了解，本航次目的在于摸清西太平洋典型
深海海山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参数，发掘
新型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获得生物多样性和环
境参数等方面的数据及样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