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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fEE()%)(gFFH&F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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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双色球第2019067期：04 06 08 11 30 33 11
3D第2019155期：0 5 0
15选5第2019155期：03 06 09 11 15
●体彩
6+1第19067期：6 0 4 3 5 9 7
20选5第19155期：05 09 10 17 20
排列5第19155期：0 8 1 1 6

■本地

市中医院开通“刷脸就医”服务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陈君艳）记者
昨日从市中医院了解到，在原有的“刷卡就医”基础
上，市中医院新增了“刷脸就医”服务。也就是说，患
者即使忘记携带身份证、医保卡，也可以来医院就
诊。这也是我市首家支持“刷脸就医”的医院。

据了解，市中医院的刷脸就医服务平台与支
付宝人脸库的服务是对接的，市民在平台上开通
刷脸服务，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通过“刷脸”替
代原有“刷卡”操作。

据悉，目前“刷脸”功能已支持窗口挂号、收
费、接诊、采血、取药等全流程。

7月10日起
宁波旅客南下出行更快捷

本报讯（记者 范洪）铁路部门昨日发布消
息，从 7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暑
期运行图。对于铁路宁波站而言，杭深线增加 14
对动车，可以进一步方便宁波旅客往台州、温州
及福州、厦门、深圳方向出行，除了车次大幅增
加，温州南到宁波还开行了图定直达列车。

从6月11日起，新列车运行图首日即7月10
日的火车票已经起售，记者注意到，调图后最显
著的变化是，宁波到台州方向的列车车次由目前
的55趟增加到超过60趟。

此外，宁波到福州（南）车次增加，全程最快
时间从目前的3小时52分钟，提升到了3小时37
分钟；宁波直达厦门站动车组增加 1 趟，新增加
的D3213次全程6小时30分钟；宁波至深圳北增
加上午9点档的D2287次，全程8小时59分。

本报讯（记者 张培坚 通讯员 王轶群 文/
摄）6 月 11 日，更名后的宁波财经学院首届毕业
生告别母校。在毕业典礼上，宁波财经学院为
4600余名毕业生送上个性定制姓名印章、原创毕
业季MV以及校长的“最后一课”等三份礼物，让
毕业生信心满满开启新的人生征途。同学们纷纷
在母校留影纪念，留下青春最美好的回忆。

告别校园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要闻速览 ■国际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记者11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
全国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2944 个，其中贫困地区
1698 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到
98.02%，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有序推进，力争 2020
年9月底前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
部长兼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叶建春 11 日表示，今
年防汛抗旱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入汛以来全国
出现14次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截至6月10日，有
22 个省份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675
万人，比近5年均值少48%。

“星链”计划引发天文学界担忧

美国天文学会 10 日发布一份声明，对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计划可能影响天文观
测等方面表示担忧。此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英
国皇家天文学会等机构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5 月 23 日将首批 60 颗
“星链”卫星送入太空，并计划 2019 年至 2024 年
间，在太空搭建由约 1.2 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
网络，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美国天文学会说，这些卫星的数量快速增
加，最终可能会超过夜空中所有可见星星的数
量，它们可能对地面和空间天文观测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包括因反射和发光而严重破坏光
学和近红外观测，因卫星通信频段的电磁辐射而
影响射电天文学观测，以及存在与太空望远镜碰
撞的风险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呼吁有关各方共
同探讨解决方案。

女性夜间开灯睡觉容易胖

一项新研究显示，晚上睡觉时室内开着灯或
开着电视可能造成女性体重增加。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对43722名
35 岁到 74 岁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受调查者不
上夜班，没有怀孕，也没有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病
史。她们在调查中需选择自己晚上睡觉时是否无
光、有小夜灯、有室外灯光以及有室内灯光或开
着电视，并提供她们的体重、身高、腰围、臀围和
身体质量指数。

对比这些人大约 5 年之后的身体数据后发
现，有室内灯光或开着电视时，受调查者体重增加
5公斤以上的机会增加17%；室外有灯光与体重增
加关系较为轻微；使用小夜灯与体重增加无关。

研究人员说，人类进化已适应了白天明亮、
夜间黑暗的自然环境，夜晚曝露在人造光下会改
变激素水平、生理节律等，增加肥胖等健康风险。

95号汽油每升下调0.39元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叶湧）今日零
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年内最大降幅。昨
日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
到，根据发改委下发的调价通知，从 6 月 12 日零
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465元
和445元。

具体来看，本次调价后，92 号汽油调整为
8936元/吨，6.73元/升，每升下调0.37元；95号汽
油调整为 9442 元/吨，7.16 元/升，每升下调 0.39
元；98 号汽油调整为 10116 元/吨，7.84 元/升，每
升下调0.43 元；0 号车用柴油调整为7445 元/吨，
6.37元/升，每升下调0.38元。

一架直升机 10 日下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
城一座大厦楼顶坠毁，飞行员丧生。

坠机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 10 日下午 1
时 45 分左右，当时纽约正在下雨，雾气很大。一
架直升机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一座大厦楼顶坠毁
并起火，但火势很快得到控制。

这座大厦是一栋 50 多层的写字楼。坠机事
故发生后，楼内人员被撤离，大厦周边几个街区
被封锁。据称，事故发生时整座大厦都在晃动。

纽约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直升机坠毁
原因很可能是迫降失败。机上除飞行员外没有其
他乘客，飞行员死亡。

尚无证据显示这起坠机事件与恐怖活动有
关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坠机事
故展开调查。

美墨协议又添变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10日表示，美
国和墨西哥就边境非法移民问题达成的协议中，
有尚未公开的条款仍待墨立法机构批准。若条款
未获通过，美国将恢复对墨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这一威胁距离特朗普宣布与墨方达成协议
仅 3 天。特朗普 9 日也曾警告，墨西哥如果因为

“某些未知原因”与美方合作失败，美方“总能回
到先前有利可图的关税立场”。

当前，美墨协议在美国国内正面临质疑，美
国媒体认为其中没有多少新内容。

对于美墨协议是否存在未公布的内容，墨方
表达了不同看法。墨外长埃布拉德 10 日对记者
表示，墨美7日达成一致，相关内容已对外公布。
如果未能有效减少中美洲非法移民数量，墨美将
商讨进一步行动。

■科技

一直升机在纽约一大厦楼顶坠毁

66月月1010日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名记者一名记者
拍摄事发写字楼拍摄事发写字楼。。

■经济

66月月1111日日，，暴雨洪涝致广东河源暴雨洪涝致广东河源77人死亡人死亡、、11
人失联人失联。。图为洪水退后的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下图为洪水退后的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下
洞村洞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