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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开展
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整治

记者 21 日获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办公
室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开展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
暴力专项整治。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综治、公
安等有关部门，立即开展一次全面隐患排查；加
强对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特点规律的分析
和研究，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加强对校园周
边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的排查力度；密切家校联
系，共同防范欺凌事件和暴力发生。

我国拟立法加强
密码人才培养

密码法草案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旨在通过立法加强密码人
才培养。

今年 6 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对密码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草案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作出修改，把密码人才队伍培
养、建设的内容移至总则以突显人才培养对于密
码事业的重要性。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密码科学
技术研究和应用，依法保护密码领域的知识产
权，促进密码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

本报讯（记者 朱一诺 通讯员 汪剑莹）10月
20 日下午，由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市
民营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为在宁波工作 20
年以上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拍摄全家福公益活动”
在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
上正式启动。

民营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活力源泉，外来
务工人员则是激活民营经济、推动宁波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力量。为了表达对建设宁波、发展宁
波民营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感谢，君禾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决定为来宁波工作20年以上的外来务
工人员免费拍摄全家福。记者了解到，该活动由
天胜照相馆提供摄影支持，自今年10月开启，首
批选择了200户家庭进行拍摄。

今日起油价再次下调
95号汽油每升降0.13元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叶湧）油价又要
下调了。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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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零时起，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第二
十一次调价，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
150元和145元。

具体来看，本次调价后，92 号汽油调整为
8756 元/吨，6.59 元/升，每升下调 0.12 元；95 号
汽油调整为 9251 元/吨，7.01 元/升，每升下调
0.13 元；98 号汽油调整为 9912 元/吨，7.68 元/
升，每升下调 0.14 元；0 号车用柴油调整为 7280
元/吨，6.23 元/升，每升下调 0.13 元。本次调价政
策落地后，为油箱容量在 50 升的家用轿车加满
一箱95号汽油，将较之前节省6.5元。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国内■本地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3D 第2019280期：0 6 1
6+1 第2019120期：4 9 6 6 9 9 兔
15选5 第2019280期：03 06 08 09 15
七乐彩 第2019120期：04 14 21 23 26 28 30 29
●体彩
大乐透 第19120期：06 15 17 22 25 01 09
20选5 第19280期：07 10 11 12 13
排列5 第19280期：2 9 4 0 6

■聚焦 ■国际

针对美方官员近期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无端指
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表示，历史和实践证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正确的。美方试图
按照自己意愿改造别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的。中国不会受别人摆布，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和
确定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0月17日，美国
国务院助卿史迪威在威尔逊中心就美国对华政策发
表演讲时表示，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竞争阶段，美须改
变同中国打交道方式，审视意识形态日益淡化等因
素。史迪威还对中国社会制度进行无端指责。你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史迪威的演讲
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严重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
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和双重标准。

她表示，史迪威在演讲中无端指责中国的社会
制度，对中国谋求民族复兴耿耿于怀。中国的制度好
不好，中国人民最清楚，实践也已经作出了回答。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
实国情不同，双方谁也改变不了谁。美方试图按照
自己的意愿改造别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华春莹说，中国不会受别人摆
布，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和确定的方向坚定不移
走下去。

外交部回应美官员：

中国将沿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南京对独柱墩桥梁
进行改造加固

日益严重的超载让独柱墩桥梁的安全隐患
凸显。记者21日从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南京
将对市辖21座独柱墩桥梁进行抗倾覆验算和加
固，计划2020年完成。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罗睿介绍，今年
初对全市桥梁排查摸底发现，有 21 座独柱墩桥
抗倾覆安全性系数相对较低。依据最新桥梁设计
规范，南京计划通过减小基础负荷、增设抗拉拔
装置或支座、增设钢牛腿、增大桥墩截面等加固
手段，提高桥梁抗倾覆性能。

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国防部长
密访阿富汗

阿富汗总统府21日发表声明说，阿总统穆
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 20 日在首都喀布尔分
别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美国国防
部长埃斯珀。

加尼在会见佩洛西时表示，希望美国支
持阿富汗政府并扩大两国在各领域的联系，
双方还讨论了与塔利班的和平进程。加尼在
会见埃斯珀时讨论了阿富汗安全局势、反腐
败、打击恐怖主义、与塔利班的和平进程等议
题。埃斯珀强调美国将继续对阿安全部队提
供支持。

俄接收今年第二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武器制造商“金刚石-安泰”公
司 21 日宣布，该公司已于日前向俄国防部
移 交 了 一 批 S-400 防 空 导 弹 系 统 装 备 ，这
是俄国防部今年接收的第二批 S-400 防空
导弹系统。

据“金刚石-安泰”公司网站发布的公告，
这批装备可用于装备一个加强型 S-400 防空
导弹团。S-400导弹系统2007年配备俄军并开
始量产，其雷达可发现远至 600 公里的目标，
可 360 度攻击周遭目标，被认为是俄军最先进
的防空系统。

新型“人造皮肤”
可用于智能设备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20 日发布一项研究
成果说，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仿人类皮肤的薄
膜，基于这种薄膜的交互界面可用于智能手
机、可穿戴设备或者电脑上。

据介绍，这种新型薄膜能够提供更加细
致、自然的互动体验，感知使用者的多种手势
动作，比如轻抚、挠、拧、掐等。

我国将建大口径光学望远镜

中国天文学会原理事长崔向群院士 20 日
说，尽快建造 10 米级口径的通用型地面大型
光学红外望远镜，将缩小我国地面光学天文装
置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当天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天泉湖天文
论坛”上，崔向群表示，大口径光学红外望远
镜对研究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星系的形成
和演化、发现和研究太阳系外类地行星等具
有重要意义。崔向群表示，我国大型光学红外
望远镜在采用成熟技术的同时，应密切结合
21 世纪新技术发展应用，以保持科学目标的
先进性。

■科技

在甬工作20年以上务工人员
可免费拍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