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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双色球 第2019093期 05 07 08 09 20 22 02
3D 第2019216期 4 0 8
15选5 第2019216期 03 04 07 10 12

●体彩
6＋1 第19093期 9 9 3 0 4 1 8
20选5 第19216期 03 05 07 12 13
排列5 第19216期 6 5 8 0 9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外事

■服务

■聚焦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释放积极信号

/广告

8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和日本外
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日本长野县共同主持新一轮
中日战略对话。双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领导
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

战略对话是国家之间就重大、关键性问题进行
沟通的一种机制。分析人士认为，重启战略对话体现
了中日政治互信正在不断增强。

中日战略对话始于 2005 年 5 月。截至 2012 年 6
月，中日战略对话共进行了 13 轮，为克服两国间政

治障碍、确定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框架和重要
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由于日方的错误行径，
战略对话被中断。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
认为，中日在经贸、能源、环保、养老等领域都有非常
大的合作空间，希望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能全方位增
强互信，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好发展。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青山瑠妙认
为，中日作为亚洲大国，能就各种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对于亚洲的稳定非常重要。

宁波2020年基本消除
柴油货车冒黑烟现象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记者昨
天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我市日前正式印发《宁波市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这也标志着宁波市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全面打响。根据这份计划，
到2020年，我市柴油货车将有望不再冒黑烟。

2018年底，我市汽车保有量达254.8万辆，全
年污染物总排放量 14.1 万吨，在机动车排放中，
柴油车的污染较为严重，据2018 年统计数据，柴
油车占汽车总量8.5%，但排放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分别占汽车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总量的87.6%
和99%以上。

为此，《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在
用柴油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 95％以上，
排气管口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柴油和车用尿素
抽检合格率达到 98％以上，违法生产销售假劣
油品现象基本消除；全市铁路和水路货运量明显
增加，达到省下达的指标。

“向流星许愿”
13日有流星雨

向流星许个心愿，是件很浪漫的事。这样的
机会来了。天文专家介绍，8月13日，作为北半球
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的流量将迎来极
大，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 13 日晚至 14 日晨面
向东北方天空观赏，用肉眼捕捉拖着长尾巴的流
星划过夜空的精彩瞬间。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介绍，英仙
座流星雨活跃期为每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流
量大且稳定。该流星雨的群内流星速度较快，为
59千米／秒，且呈现蓝绿色，亮流星较多。由于8
月 10 日是西方洛朗圣神的节日，因此在西方国
家又把英仙座流星雨称为“圣洛朗的眼泪”。近年
英仙座流星雨一直相对稳定，天顶流量每小时为
60颗至100颗。

台风洪水灾后
谨防“四害”猖狂

台风洪水灾后大量积水、垃圾可能成为疾病
蔓延的温床，为蚊、蝇、蟑、鼠等的繁殖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稍不留神这些“四害”便会猖狂。杭州
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受灾群众需及时清理环境
和消毒，预防疾病。

据了解，环境治理是水灾过后最有效的“四
害”防制措施之一，排干内涝积水，倾倒容器积水
并倒置容器，清除周边淤泥、垃圾杂物以及动物
尸体等，室内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彻底清洗污水
浸泡过的地面、墙面以及家具用品表面，必要时
部分环境表面和物品进行消毒，做好日常卫生管
理，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并及时清运。

对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四害”采取蚊
香、电蚊拍、粘蟑纸、杀虫气雾罐等杀灭措施。如
难以奏效可委托有害生物防制服务企业开展专
业的消杀，快速降低“四害”数量。

上海景区门票优惠规则
采用“身高兼顾年龄”

刚满五岁、身高已超过 1.4 米的冉冉这个暑
期来到上海旅游，发现不少上海景点在身高不超
过 1.3 米免票的基础上，新增年龄不超过 6 周岁
也免票的规则，冉冉一家受益其中。

据了解，沪上越来越多的景区景点已实施
“身高兼顾年龄”的人性化票价规则，惠及更多未
成年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 年 6 月发布的标
准显示，我国 7 岁儿童身高的中位数已经超过
1.2 米，12 岁儿童身高中位数超过 1.5 米；而国内
很多景区、公园沿用一直以来的身高标准，免票
身高线多为 1.2-1.3 米，优惠票身高线多为 1.4-
1.5 米。

“原有门票规则与当时中国孩童的身高状况
匹配。但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水平提升以及健康中
国战略的实施，中国青少年营养状况更好，更多
孩子开始‘年龄不达标、身高却超标’，让原有的
票价规则过时了。”上海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说。

■国内

日本新增博士数量减少

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
所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研发支出较
多的7个国家中，只有日本的新增博士数量在减
少，日本的高质量论文数量排名也在大幅下降。
日媒担忧日本科研竞争力会受此影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项调查发现，研发经
费较多的中美日韩英法德7国中，只有日本新增
博士数量呈减少趋势。2000年日本每百万人中新
产生127个博士，而这一数字到了2016年减少至
118 人。在这个指标上，21 世纪初与日本相当的
美韩在2016年大幅超过日本，分别达到258人和
278人。

美国新登月计划
与五十年前有何不同

在人类登月 50 年后，美国航天局开始紧锣
密鼓地研制新一代重型火箭和“猎户座”飞船，计
划2024年前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7 月向美国参
议院介绍了新登月计划的进展，提到与当年“阿
波罗 11 号”降落在月球正面的静海南部不同，

“阿耳忒弥斯”计划中的落月点选在月球南极。
选择在月球南极登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

来研究显示月球两极可能存储了约4.5亿吨的水
冰，如果在相关地区建立基地，饮水问题较易解
决。这些水还可能被用于制造液氧和液氢。在新
登月计划中，要先在月球轨道上建立一个称作

“门户”的中转站，宇航员抵达中转站后，再乘坐
“摆渡车”往返包括月球南极在内的各处地点。

要实现这一套能多次往返月球的登月设想，
“阿耳忒弥斯”计划包括三个部分：建造“门户”、
建造前往“门户”的火箭和飞船、建造往返“门户”
与月表的“摆渡车”。

金正恩现场指导
新型武器试射

据朝中社 11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10日现场指导了一种新型武器试射。

报道说，金正恩在发射场察看新型武器时表
示，新型武器是根据朝鲜地形条件和主体战法开
发的，性能优于现有武器系统。金正恩在观察哨
指导新型武器试射，并亲自下达射击命令。

报道说，通过对试射结果的细致分析，新型
武器系统的优越性得到了验证。

报道未透露此次试射活动的具体地点。

■科技

这是8月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
意大利广场附近拍摄的滴滴出行的广告牌。

中国一站式移动交通平台滴滴出行 6 日在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开始运营。

滴滴出行在智利首都正式运营

■基金一览

据悉，泰达宏利基金旗下兼顾利率债
和信用债投资的“鑫”品——泰达宏利鑫
利半年定开债正在发行，而泰达宏利基金
固收团队始终以风控为核心，立足于“风
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点，并建立较为
完善的债券内部评级制度，积极优化固定
收益投资组合以及信用风险控制管理，致
力于为投资者带来更多更稳健回报。

据了解，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开债采

用“自上而下”方式，运用MVPS模型辅助
市场利率预期分析、信用分析、流动性分
析和敏感性分析并获得债券类属价值判
断和类属配置比例，同时结合“自下而上”
的定量及定性方法挑选出优质个券，构建
债券投资组合，并通过综合运用久期调
整、凸度挖掘、信用分析、波动性交易、回
购套利等策略提高债券组合回报水平。

黄 杰

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开债严把风控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