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11微新闻
XIANDAIJINBAO

■2019.10.18星期五 ■■热线：66111111 ■■责编：曾嘉 余维新 美编：吴玉涵 照排：车时超 审读：李秀芹

!"#$%&'()*+,-.*+$/0123
45678956:6;<=>?@ABCDEF

!"#$%&'()*+,-.%/01234567893
:;<=-!>?@A"BCDEFGH-IJK?L-M=ENO
PQRST5

!"#$%&'UVWX%YZ[\]̂_̀a]̂b̂[ZcdePf
g&'()hijkBhilmBnhopqBrsotu5

(")*+,-./01&23
vwxyz*{|B{}B~{;!"#$%&'EN<=*

()*1+,-VE./0-K34DWX%$%1234#12
34567-01+,08&'()t9tu:nhopq-;<
=>?I@QABCDHq5

4"56789:;<=>?
EFSTGHIJKL]̂_M[_̂Nb_J5
?@=OPQREE.STQ\?UVWX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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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国内

全国法院过去6年
审结一审刑案660余万件

2013 年至 2018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刑
事案件668.7万件，判处罪犯750万人。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7日召开的第七
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悉，2013 年至 2018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
杀人、抢劫、绑架、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22.9
万件，判处罪犯 28.4 万人；审结环境资源犯罪案
件 11.2 万件，判处罪犯 14.4 万人；审结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案件2.6万件，判处罪犯4万人。2018年
至 2019 年 6 月审结涉黑犯罪案件 979 件 10339
人，重刑率 53.8%；审结涉恶犯罪案件 7332 件
32729人，重刑率24.2%。

年底前我国生猪产能
有望探底回升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17日表
示，综合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明显
收窄、规模猪场生产由降转增、饲料产量止降回
升、种猪销量持续大幅增长等判断，养殖生产积
极性正进一步提高，年底前产能有望探底回升，
市场供应明年有望基本恢复。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会
上表示，“从后期走势来看，目前各项针对性政策
措施对于生猪整体产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
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而且生猪养殖盈利持续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也有利于生猪产能恢复。”唐珂
说，预计四季度产能下降局面将会得到改善，但
短期内猪肉市场供给依然偏紧，元旦、春节前猪
肉价格将保持高位运行走势，但随着库存冻肉逐
步出库、禽肉等畜产品供应增加，畜产品供应总
体是有保障的。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3.3%

财政部17日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678 亿元，同比增长3.3%。
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26970亿元，同比下降0.4%。

“从财政收入看，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
现，税收收入自5月份以来连续下降。”财政部国
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在当日财政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72045 亿元，同比增长 3.5%；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 78633 亿元，同比增长 3.1%。非税收
入23708亿元，同比增长29.2%。

支出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78612亿元，同比增长9.4%。

■国际■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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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雪窦山全国摄影大展
暨名家作品特邀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严世君）作为
2019雪窦山弥勒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宁波奉化
雪窦山全国摄影大展暨名家作品特邀展17日在
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开幕。现场展出的100幅
照片惊艳了大家的目光。

据主办方介绍，全国摄影大展历时一年，自
2018 年 10 月起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共收到了
全国各地摄影作者的10076 幅作品，其中宁波市
外作者应征作品过半，达5300多幅。投稿作者多
达 2700 余人，来自甘肃、贵州、黑龙江、吉林、陕
西、四川、天津、新疆、重庆等27个省市自治区和
直辖市。经过评委会评选，共有100幅作品入展，
参展作品主题涉及风景、人物、非遗等题材，拍摄
范围覆盖奉化全域。

“慈爱助黔·你我同行”
慈溪举办扶贫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图活动现场图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顾燕颖）10 月
16 日上午，在第 6 个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慈溪
市举行了“慈爱助黔·你我同行”全国扶贫日主题
活动。

数据显示，2019 年，慈溪市累计向结对地区
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0.8 亿元，实施财政援助资金
帮扶项目26个，其中产业帮扶项目15个，惠及当
地贫困人口近2万人。

慈溪市委副书记、市长项敏在讲话中表示，
尽管与慈溪结对的安龙、兴仁已脱贫摘帽，但扶
贫协作任务依然艰巨。各地各级、各行各业和广
大干部群众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东西
部扶贫协作，助力安龙、兴仁两地把摘帽后发展
提升的脚步迈得更加坚实，共同携手迈向更加美
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7日以“内阁总理大臣”
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靖国神社 17 日至 20 日举行秋季例行大祭。
安倍内阁中的冲绳北方担当大臣卫藤晟一当天
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厚
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安倍曾于 2013 年 12 月参拜靖国神社，此后
未再参拜，但每年会在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供奉祭
品，在“8·15”日本战败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
奉“玉串料”（祭祀费）。

3名美国外交官
在俄涉嫌违法出行

俄罗斯外交部16日证实，3名美国驻俄外交官
日前试图乘火车前往俄西北部一座限制外国人访问
的城市时，被俄方有关工作人员发现并赶下火车。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14
日，美国驻俄使馆3名武官在俄阿尔汉格尔斯克
州的尼奥诺克萨村登上一列开往北德文斯克市
的火车。车上工作人员在检查证件时发现3名美
国人没有访问北德文斯克的许可，便将他们带下
火车，随后释放。

美航天局
否认已发现火星生命

美国航天局16 日在给新华社记者的一份声
明中否认了其前雇员发现火星存在生命的说法。
这名前雇员近日在《科学美国人》杂志撰文称，美
国探测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发现火星存在生
命。

美航天局前雇员吉尔伯特·莱文10日在《科
学美国人》杂志发表题为“我确信我们在20世纪
70年代发现了火星生命的证据”的观点文章，认
为一项在火星开展的微生物实验结果应视作火
星目前存在生命的证据。

1976年，美航天局将2个“维京”号火星车送
上火星表面首次探测火星，莱文参与了其中一项
名为“标记释放”的生命探测实验。莱文说，两个
相距约 6440 公里的探测器均得出阳性结果，数
据曲线标志着检出微生物呼吸。

■科技

美“洞察”号测温装置
恢复下探作业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日前表示，“洞
察”号火星探测器因故障暂停工作的温度测量装
置日前恢复了下探作业，有望继续测量火星“体
温”。

“洞察”号的测温装置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提供，放置在火星表面，用于测量火星温度及内
部热流动。

据介绍，在“洞察”号机械臂的帮助下，“鼹
鼠”近日开始继续下探。任务团队希望通过机械
臂的外力辅助，帮助“鼹鼠”恢复工作。

■医卫

我国老年期痴呆患者近千万

时值我国第十个“敬老月”，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与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宣武医院）日前共同发起“老年脑健康促进”活
动并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积极开展老年脑健康
痴呆风险筛查、老年综合评估和照护服务，建立
老年认知症诊疗大数据共享平台，加强老年脑疾
病防治。

老年期痴呆、脑卒中、帕金森病……老年脑
疾病容易导致认知、运动等方面功能障碍甚至威
胁生命，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和痛苦。中国老年
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介绍，按 65 岁以
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 5.56%估算，我国有 900 多
万老年期痴呆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
王陇德说，我国 2009 年启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
工作，每年筛查 40 岁以上人群约 100 万人，对危
险因素给予及时干预，然而，有针对性的干预、治
疗措施未能广泛实施。

欧盟委员会与英国政府
就“脱欧”达成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17 日宣布，欧盟委员
会与英国政府就英国“脱欧”达成协议。

容克当天在社交平台推特上说：“双方达成的
协议对于欧盟和英国来说是一份公平的、平衡的
协议，证明了我们在为找到解决方案履行承诺。”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来自欧盟28
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当地时间17日下午开始在布
鲁塞尔召开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容克建议各国
领导人在峰会上支持这份协议。此外，协议还须
分别经过欧洲议会和英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容克还在推特上贴出了他就此写给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信件。图斯克将主持此次欧盟
峰会。容克在信中说，他认为现在应当尽快完成
英国“脱欧”进程，并过渡到欧盟与英国未来关系
的谈判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