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我国承建的南中国海区域
海啸预警中心 5 日正式运行,开
始为南中国海周边 9 国提供全天
候地震海啸监测预警服务遥 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批准, 由我国承建的南中国
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启动业务化
正式运行, 将为南中国海周边中
国尧文莱尧柬埔寨尧印尼尧马来西
亚尧菲律宾尧新加坡尧泰国尧越南等
9 个国家提供全天候的地震海啸
监测预警服务遥 同时,由日本承建
的西北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终止
向南中国海区域提供临时性海啸
预警服务遥

绎养老护理人员短缺袁 我国
加快野补短板冶遥 来自全国老龄办
的数据显示, 我国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而全国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统计
表明,我国养老护理员仅有 30 万,
远不能满足需求遥 面对养老护理
从业人员的巨大缺口, 我国政府
和学界积极采取措施,加快野补短
板冶遥 叶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2019 年版)曳围绕放宽入职
条件尧拓宽职业空间尧缩短晋级时
间等方面作出重大修改遥叶关于建
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
意见曳提出,扩大老年护理服务队
伍,补齐服务短板,到 2022 年基本
满足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 完善
老年健康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和以技术技能价值激励为导向的
薪酬分配体系, 拓宽职业发展前
景遥

绎英国一项新研究说, 通过
血液检测分析肿瘤细胞产生的
某些抗原, 有望把检测出乳腺癌
的时间提前到出现临床症状之
前 5 年遥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这
项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 有待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遥 在一项初步研
究中,90 名乳腺癌患者提供了血
液样本,另有 90 人的样本作为对
照遥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利用 9 个
TAA 的组合进行分析,在乳腺癌
患者样本中判断患乳腺癌的正
确率为 37%, 在对照组样本中判
断 没 有 患 乳 腺 癌 的 正 确 率 为
79%遥

绎国家发展改革委 4 日发布
消息,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
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 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尧柴油价格每吨均
提高 105 元遥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
和柴油价格每升上调不到 1 角遥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中石
油尧中石化尧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
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
场稳定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
政策遥 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
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不执行
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遥 消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遥

绎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宣
布, 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
野稳定冶调低至野负面冶,这意味着
穆迪或将在未来 12 至 18 个月内
下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至 野垃圾
级冶遥 穆迪表示,下调评级展望主
要是因为南非财政状况持续恶
化, 而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
对遥 穆迪目前给予南非的主权信
用评级为野Baa3冶,这是野投资级冶
中最低一档遥 如果穆迪下调一档
评级, 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将被降
至野垃圾级冶遥

绎据德国 叶星期日图片报曳3
日报道, 今年约三分之二的难民
申请遭德国政府拒绝遥 德国联邦
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局长汉斯-埃
卡德窑佐默日前接受叶星期日图片
报曳采访时说,该局今年已收到难
民申请 11 万件,预计全年收到的
申请数量在 14 万至 14.5 万件之
间,低于 2018 年的 16 万件遥 佐默
说, 目前只有 35%至 38%的难民
申请获批, 大部分申请人没有合
理原因申请难民身份遥野联邦移民
和难民事务局有能力处理这些申
请,但人们用申请难民的途径(留
在德国)还是过多了遥 冶

由于难耐各种污染及大量游客负
荷袁 印度泰姬陵将首度耗资 220 万卢比
更换环绕圆顶主建筑的地板袁 需更换约
400 块石砖遥 泰姬陵于 1653 年完工以来袁
这是约 366 年来首次更换环绕圆顶主建
筑地板的石砖遥 晓桦摄

04 姻2019 年 11月 8 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陈盛昌天 下

晓桦整理

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德累斯顿市近日宣布进入野纳
粹紧急状态冶, 号召市民和社会团体共同保护少数族
群尧帮助极右翼暴力的受害者等遥

分析人士指出,野纳粹紧急状态冶 这一名称听起来
令人惊心, 但却反映了近期德国涉极右暴力活动和袭
击事件多发的现实遥 目前德国联邦和相关地方政府正
加强对极右势力的监管,以防患于未然遥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累斯顿市议会 11 月 1 日晚通
过决议,宣布进入野纳粹紧急状态冶遥市议会发布的声明
指出:野持有反民主尧反多元化尧反社会和极右极端思想
的活动, 包括暴力行为, 发生频次正在 (德累斯顿)增
加遥 冶声明说,德累斯顿市需要联邦层面和联邦州层面
的支持,以应对极右思想蔓延遥

法案发起人尧 市议会议员马克斯窑阿申巴赫表示,
城市野存在纳粹问题冶,宣布紧急状态的原因是德累斯
顿政客没有与极右势力野划清界限冶遥

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遥 该州近年来多发
涉极右袭击事件遥 根据德国安全部门统计, 萨克森州
2018 年涉极右袭击共 60 起,2017 年为 52 起遥 其中,开
姆尼茨市去年 8 月底爆发大规模极右翼游行并引发
骚乱遥 这些事件让德国媒体把萨克森州视作极右势力
发展的野重灾区冶遥

另外,野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冶野德国
国家民主党冶等一些极右势力在萨克森州频繁活动,德
国不少媒体把德累斯顿称作野极右势力大本营冶遥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德国政府提前数月出台
了防范极右翼袭击的一揽子措施遥 首先是加强互联网
管控,要求互联网平台向警方举报非法言论,包括涉及
死亡威胁尧煽动种族仇恨等内容遥 在相关案件中,执法
部门有权要求互联网平台提供信息发布者的 IP 地址
等信息遥其次是加强枪支管控,德国情报机构将对国内
所有取得持枪证的人进行审查, 确保其没有参与任何
极端运动或组织遥

分析人士指出, 极右势力抬头正成为德国最大的
安全威胁之一遥

记者 5 日从国家烟草
专卖局获悉,各级烟草专卖
监管部门对电子烟监管进
行专项部署,多措并举,对通
过互联网推广和销售电子
烟的行为开展监管遥

国家烟草专卖局尧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
布通告,要求不得通过互联
网销售电子烟遥据国家烟草
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通告发布后,
各地烟草专卖监管部门迅
速行动起来,按照通告要求
督促电商平台和电子烟企
业遥 同时,联合相关执法部
门开展对中小学周边的清
理整治,严厉查处实体店向
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行为遥

野截至目前, 部分电子
烟企业已经在自建网站撤
销了电子烟产品销售链接,
十余家电商平台已下架全
部电子烟产品,更多的电子
烟生产尧销售企业和电商平
台已明确表态将严格按照
通告要求及时关闭电子烟
互联网销售网站尧客户端和
店铺,下架电子烟产品,撤回
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
广告遥 冶这位负责人表示,但
部分电商平台仍将电子烟
作为野双十一冶促销产品,消
费者依然可以在线上购买
电子烟产品;一些社交媒体
上仍有大量电子烟相关账
号和信息遥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重
点地区烟草专卖监管部门正在与相关执
法部门联合约谈主要电商平台, 督促其及
时关闭电子烟店铺,下架电子烟产品遥烟草
专卖监管部门还将建立全网动态监测机
制,加强网络监测,全面检索互联网电子烟
产品相关信息遥 国家烟草专卖局将采取更
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制
售电子烟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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