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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第三批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德国严防非洲猪瘟
从波兰入境

德国勃兰登堡州消费者保护部 16 日在波
茨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针对波兰毗邻德国
边境地区发现非洲猪瘟一事，该州已做好充分
应对准备。

该部发言人乌韦·克林克说，虽然非洲猪瘟
突然出现在波兰境内距离德波边境80公里处令
人意外，但勃兰登堡州有关部门两年来一直在准
备应对这种危机。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引起的
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以高热、内脏器
官严重出血和高死亡率为特征。非洲猪瘟不是人
畜共患病，该病毒不会感染人类。

巴黎警方逮捕
上百名暴力示威者

法国“黄马甲”游行示威者 16 日在巴黎、南
特和里昂等多个城市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巴黎
警方当天逮捕了147名暴力示威者。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部分打砸抢分子在
巴黎的意大利广场、莱阿勒购物中心等地，破坏
商店、银行、酒店和其他公共设施，警察对其进行
驱散并与之发生严重冲突。鉴于意大利广场上暴
力活动升级，巴黎警察局从当天下午开始取消了
该广场的游行许可。

我国计划2022年前后
建成可载3人的空间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周建平在第四届（2019）中国人因工程高峰
论坛上说，我国将在 2022 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建
造并开始运营，空间站的近期规模为 100 吨，可
载3 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成为独
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
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
太空资源能力的国家。”周建平说。

本报讯（通讯员 蒉跃飞 记者 朱琳）11 月
17日，2019-2020DI宁波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在宁波市青少年宫成功举行。

本次大赛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团队挑
战》赛、《校间挑战》赛和 DIY《美美哒》赛，共吸
引了来自全市 15 所学校、青少年宫的 55 支队伍
参加。

《团队挑战》赛中，共有 9 所学校 9 支队伍
参加 3 个项目：A 类技术类、B 类科学类、E 类工
程类。《校间挑战》赛则有共 15 所学校 31 支队
伍参加。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宁波市委、宁波市教育
局共同主办，宁波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协会、
宁波市青少年宫、宁波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
会承办。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教育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
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公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的
第三批成果。分别是：

持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整治
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纠正和查处发布虚假房
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
承租人等问题，坚决取缔一批“黑中介”；严肃查
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问题；坚决纠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膳食
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方面的突出问题；解决农
村群众反映突出的频繁停电和低电压等问题；提
高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效率，严格规范
执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会同专项整治各参与
单位，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逐一排查梳
理，持续跟进工作，集中攻坚克难，保持整治劲头不
松、整改力度不减，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推动专项整
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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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学生们认真参加比赛。 市青少年宫供图

宁波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昨日成功举行

《叶辛散文朗诵读本》
昨在咸祥首发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张婷婷）“文
学走进生活，作家走进人民，找到了新的形式，而
这种形式会很受老百姓的欢迎。”11 月 17 日下
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宁波首批建立工作室
的文艺大师叶辛来到了鄞州区咸祥镇，举行了数
字出版物《与共和国同行——叶辛散文朗诵读
本》的首发式。

叶辛出生于 1949 年 10 月，与共和国同龄。
在今年国庆阅兵式上，作为中国作家代表登上了

“中华文化”彩车。四十多年笔耕不辍，他创作了
许多记忆时代的优秀作品，如《我们这一代年轻
人》、《蹉跎岁月》、《孽债》、《家教》、《在醒来的土
地上》等。

少量跑步也有助于健康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日前刊载的一项研究表
明，跑步与死亡率显著降低存在相关关系。如果
更多人开始跑步，并不需要跑太长距离或者跑太
快，也有助于健康，变得更长寿。

这项研究汇总了 14 个相关研究，共涉及 23
万多名研究对象，对他们的追踪时间从 5.5 年到
35年不等。

在分析了这些数据和资料后，澳大利亚维多
利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与从不跑步的
人相比，跑步者的全因死亡率要低 27%，跑步者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要低30%，死于癌症的概
率要低23%。

研究发现，哪怕只是一周跑步一次，每次持
续时间不足 50 分钟、速度低于每小时 8 公里，都
与人们健康状态改善和寿命提升相关。但更大量
的跑步也并不意味着更大的健康收益。

南方部分地区持续大旱

虽然已过立冬，但江西、安徽、湖北等南方部
分地区的旱情仍在延续。7 月中下旬以来，南方
部分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降雨较常年同期偏
少近 5 成，江河湖库水位持续偏低，部分省份旱
情严重，一些地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据国家气候中心介绍，今年的干旱可以说是
最近 40 年以来比较严重的干旱。江西省气候中
心首席预报员张超美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影响
南方地区的旱情常见于伏秋季节，像今年这种旱
情长时间持续的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是导致这轮旱情偏重的
主要原因。张超美说，虽然今年江西多地出现严
重旱情，但降雨总量与往年相比波动不大，只是
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引发干旱。

27人非法穿越可可西里
被处罚金13.5万元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
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日前，当地森林公安破获
一起非法穿越可可西里案件，27人被处罚金13.5
万元。

据了解，11 月 1 日，可可西里管理处森林公
安局接到线报，由10辆越野车、27人组成的非法
穿越团伙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
市花土沟镇进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月 4 日晚，经过几日排查、追踪，当地森
林公安于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将该非法穿越团
伙抓获，并于 11 月 8 日安全押解至海西州格尔
木市。

2017 年，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山和西
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发布公告，禁止
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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