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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多数人反对“全民基本收入”方案

6成芬兰人不相信天降馅饼

遗失声明
珠海一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言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UU0968，
公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倾城专业美容工作室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G33749946T，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晶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91440400MA53NJCD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栏港区海洋和农业局遗失南水镇政府2018年渔
业安全员经费，编号：0004513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香1698船船主吴耀权遗失广东省港澳流动渔船

安全检查证明书,编号:440400A18C1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万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00039387；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404016698024
9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太极公关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永久电脑网络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
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赫尔辛基9月 9日电
芬兰一家调查公司9日公布的一
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芬兰人反
对政府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
案，认为社会福利应提供给有需要
的人。

这项由芬兰商业与政策论坛
EVA委托市场调查公司所做的民
调显示，约 60%的被调查者反对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只有27%的被
调查者认为芬兰应该面向全国所有人
实施这一方案。

该民意调查是在2018年9月底
至10月初进行的，共计2007名年龄
在18至 70岁之间的芬兰人接受调
查并回答了问卷提出的问题。对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持反对意见者
表示，发放社会保障应基于一定理
由，如失业、低收入、身患病残或学
习需要等，而不应毫无理由地向所
有人提供。

同时，55%的被调查者建议，芬
兰应更新其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当
代需求，尽可能多地合并名目繁多
的补助类别。他们还呼吁，相关政
府部门应向领取福利者提供更多指
导和建议。

芬兰社会保险局2015年提出
一项“基本收入”方案，目的是简化
社会保障系统，防止失业者因害怕
失去失业补助而不愿求职。根据芬
兰社保局的设想，“基本收入”将不
附带条件地提供给所有公民，因而

也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
2017年初，芬兰启动了为期两

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芬兰社
保局随机抽取了2000名年龄在25
至58岁之间的失业者作为试验目
标，受试者每月可领取560欧元“基
本收入”，同时取消其所享受的各类
失业补助。

今年2月，试验的评估结果显
示，在第一年试验结束时，受试者的
健康状况及幸福感得到提升，但就
业状况并未得到改善。

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0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晚表
示，以色列发现伊朗一处秘密核试
验基地，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
压力。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随后否
认这一说法，并指责以色列在为发
动战争寻找借口。

内塔尼亚胡当晚在电视讲话中
说，这一基地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
罕省南部的阿巴代，伊朗利用该基
地从事开发核武器的试验活动。内

塔尼亚胡还公布了两张据称分别拍
摄于今年6月底和7月底的卫星图
片。他说，这两张图片显示伊朗在
得知以色列发现该基地后将其摧
毁。内塔尼亚胡呼吁对伊朗施加更
大压力。

对于以色列总理的这一说法，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文予以否认。他指责以色列
才“真正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
是在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

去年4月，内塔尼亚胡称以色
列特工发现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的

“档案库”，并从该“档案库”中带走
大量资料。去年9月，内塔尼亚胡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伊朗在
德黑兰附近有一处“秘密核仓库”，
存放有多达300吨与核项目有关的
设备和原料。伊朗对内塔尼亚胡的
说法均予以否认。

上图：9月9日，在耶路撒冷，内
塔尼亚胡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以色列总理:发现伊朗核试验基地
伊朗外长否认 并指责以色列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

新华社维也纳9月9日电 国
际原子能机构9日发表声明说，伊
朗已安装新的离心机，进一步突破
伊核协议的限制。

声明说，伊朗在纳坦兹安装了新

的离心机，可用于更快、更有效的铀
浓缩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
达尔表示，到上周末为止，这些新离
心机尚未投入运行。伊朗7日宣布，
作为第三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

措施，伊朗已启动了“先进离心机”，
以增加浓缩铀储量。此前，伊朗已先
后分两个阶段突破了伊核协议的限
制，涉及伊朗浓缩铀和重水储量限
制，以及铀浓缩活动的丰度限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安装新离心机

可用于更快更有效的铀浓缩活动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英国
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次否决了首
相约翰逊提出的在10月15日提前
举行大选的动议。议会随后正式开
始为期五周的休会。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大多数反
对党议员投下反对票或者弃权，最
终投票结果为293票支持、46票反
对。由于未达到规定所需的、全部
650名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
支持，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次
被否决。

约翰逊曾在4日晚英国议会下
院通过旨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
案后提出动议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但未获通过。

约翰逊在10日凌晨投票结果出
炉后说，政府将在议会休会期间继续
努力与欧盟谈判达成协议，同时也做
好“无协议脱欧”的准备。他强硬地表
示，自己绝对不会要求欧盟再次推迟
英国“脱欧”。

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工
党不会步入“首相设下的陷阱”，称
约翰逊让议会休会“只是为了避免
议会质疑他的作为”。他表示工党
希望举行大选，但不希望冒着“无协
议脱欧”对英国带来灾难的风险举
行大选。

8月底，约翰逊提出议会休会请
求，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由
此，英国议会在9月9日至12日期间

择日开始休会，并计划于10月14
日女王在议会发表讲话后恢复运
行。舆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
议事时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
脱欧”设置障碍。

约翰逊带领英国10月31日如
期“脱欧”的计划这两周内接连遇
挫。反对党发起阻止“无协议脱欧”
的法案一周内获议会两院批准，9
月9日下午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签署成为法律后生效。

该法案要求约翰逊致信欧盟，
申请把“脱欧”期限推迟3个月至明
年1月31日，除非英国议会10月
19日以前批准一份“脱欧”协议或
同意“无协议脱欧”。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
美方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已
死”。塔利班方面先前回应，特朗
普取消谈判决定“只会让美方承受
更多损失”。美军高官说，美军在
阿富汗可能加强行动，以应对塔利
班袭击。

政治解决的努力没有意义

特朗普9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
者，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在我看
来，已经死亡”。美联社报道，这显
示特朗普认定恢复与塔利班达成政
治解决方案的努力没有意义。

特朗普7日经由社交媒体“推
特”宣布，取消原定8日在美国马里

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与塔利班领
导人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分别举行的秘密会面，同时叫停美
方与塔利班的谈判，缘由是塔利班
承认5日在喀布尔发动袭击导致1
名美国士兵和另外11人死亡。

就从阿富汗撤军事宜，特朗普
说将看情况决定是否减少美国驻
军。“我们希望撤出，但我们将在合
适的时间离开。”

美国现阶段在阿富汗驻军大约
1.4万人。从阿富汗撤军是特朗普
竞选时所作承诺之一。美国政府阿
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
利勒扎德2日说，美国与塔利班就
拟议中的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

美方打算撤出接近5000人。

塔利班说要更多美国人丧命

特朗普宣布取消谈判后，塔利
班方面回应说，更多美国人将丧
命。路透社报道，各方担心，阿富汗
将面临更多暴力。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
麦肯齐9日在阿富汗访问时告诉随
行媒体记者，美军可能在阿富汗加
快节奏，应对持续增加的暴力。

麦肯齐指认塔利班在与美方谈
判同时继续发动袭击，“做得太过
火”。他说美方今后几天将就阿富
汗事务作出一些决定，但没有披露
详情。 （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称与塔利班谈判“已死”

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 据朝
中社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
相崔善姬当天表示，朝方愿在9月
下旬与美方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朝中社援引崔善姬的讲话报道
说，朝方注意到主导对朝磋商的美
国高级官员近期多次称，已做好重
启朝美工作磋商的准备。朝方有意
在9月下旬与美方在双方商定的时
间和地点坐下来面谈。

崔善姬表示，朝鲜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在今年4月发表的施
政演说中阐明，美国应收起目前的

“计算方法”，以新的姿态对待朝鲜，
朝方将等待美方做出决断直至今年
年底。

崔善姬说，她相信美方届时会
拿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朝方可以
接受的方案。如美方在新一轮朝美
工作磋商中因循守旧、没有拿出新
方案，那么朝美间的往来可能就此
结束。

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美国
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先后在新加
坡、河内和板门店举行三次会晤。
今年6月30日，特朗普在板门店与
金正恩举行会谈后对媒体表示，美
朝双方将在未来两三周重启工作磋
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7日表
示，期待能在未来数周内重启与朝
方的对话磋商。

朝鲜提议9月下旬
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说，尽管承受阿富汗政府军和
驻阿富汗外国军队“快速”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仍然有
活力。

联合国9日散发古特雷斯提交
安全理事会的一份报告，确认阿富汗
今年6月中至9月初发生的183起袭
击事件由“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所为，
与去年同期93起相比接近翻番。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礼堂8
月17日举行婚礼时遭自杀式爆炸
袭击，80人丧生。“伊斯兰国”阿富
汗分支声称发动那次袭击。

“伊斯兰国”近年在阿富汗加快
渗透，成为阿富汗境内主要安全威
胁之一。它在阿富汗的分支主要活
跃在东部楠格哈尔省和东北部巴达
赫尚省部分地区，有较完善的军事
组织，袭击多针对平民，与阿富汗塔
利班争夺影响力。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根纳
季·库兹明先前说，至少4000名“伊
斯兰国”武装人员活跃在阿富汗。

阿富汗定于28日举行总统选
举。古特雷斯呼吁塔利班和“伊斯
兰国”等武装组织停止威胁或袭击
选举工作人员、总统候选人或选
民。他敦促反政府武装不要破坏投
票站，允许阿富汗民众安全行使政
治权利。

塔利班先前告诉阿富汗民众不
要参加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或28日
投票，威胁以竞选活动和投票站作
为袭击目标。 （新华社微特稿)

联合国警告：

“伊斯兰国”在
阿富汗仍有活力

澳大利亚东部昆士兰州和新南
威尔士州部分地区本周已经发生至
少140起火灾，数百人疏散。

路透社10日援引消防部门消
息报道，由于天气干燥和大风，昆士
兰州发生85起火灾，烧毁84座房
屋；在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员扑救
55起火灾，5处房屋遭烧毁。

昆士兰州州长杰姬·特拉德10
日说，超过400人进入避难所，没有
人员死亡或失踪，“除了阳光海岸，
全州各地都有火灾”。

昆士兰州警方主管卡特里娜·
卡罗尔告诉记者，一些火灾起因可

能是人为，将调查至少8起可疑火
灾。他说，警方已就一些火灾向3
名未成年人问话。

警方说，一名12岁少年在昆士
兰州首府布里斯班一座公园点火，
火势蔓延到附近仓库，烧毁围栏和
两个集装箱；两名14岁女孩因昆士
兰州黄金海岸附近一处林地火灾接
受警方问话。

澳大利亚气象局预测，火灾风
险11日有望降低。（新华社微特稿)

上图：9月10日，消防员在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处火灾现场灭
火。 新华社/路透

澳大利亚东部火灾频发
本周已发生至少140起 数百人疏散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新媒体
专电 英媒称，研究显示，一种一年
注射两次的疗法可取代每日服用的
降胆固醇药物。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9月3
日报道称，一项试验显示，一种每年
注射两次的疗法能够将所谓的“坏”
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降低一半，它可能很快就将取代他
汀类药物。

患者无需牢记每天服药和找医
生开处方，只需到当地的全科医生
诊所即可获得至少与他汀类药物相
同的疗效。

专家认为，这种疗法能够增加
坚持治疗以降低胆固醇的人数，因
而可能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牵头的一项
针对1700人的全球性试验显示，这
种名为inclisiran的药物能够将胆
固醇降低50%，效果至少相当于高
剂量的他汀类药物。制造这种药物
的美国麦迪逊医药公司预计明年在
美国、两年内在英国申请药品许可
证。一旦获得批准，即可在英国国
民保健署(NHS)使用。这项研究的
负责人考西克·拉伊在巴黎举行的
欧洲心脏病学会大会上介绍了研究
结果。他说，这种注射疗法将“改变
我们的生活”。

拉伊说：“这是人类控制胆固醇
的重要一步。便捷性是关键所在
……对于今后几十年每年都需要服

下365片药的人来说，相比之下，这
种疗法更容易接受。”

预计人们一开始会同时服用他
汀类药物和接受注射，这种疗法起
初将面向英国的70万名高危患者。

拉伊教授说，这种注射疗法随
后可以提供给无法忍受他汀类药物
副作用或不想每天服用他汀类药物
的患者，这可能将惠及英国600万
他汀类药物服用者中的很多人。研
究人员还在探索是否可以将这种疗
法改进为每年只需注射一次，但疗
效相同。

他汀类药物的工作原理是抑制
肝脏用以制造胆固醇的酶。而这种
新药物则能够令一种基因信号“沉
默”，该基因信号能触发生成一种会
干扰肝脏去除血液中胆固醇能力的
蛋白质。

他汀类药物被认为每年能够帮
助预防约8万例心脏病发作和中
风，但是研究表明，近半数服用这种
药物的人用药剂量不对或用法不
当。NHS目前能提供降低胆固醇
的注射，但必须每两周注射一次，这
意味着很少有人会用。

NHS每年为每名使用他汀类
药物的患者支付20英镑（约合175
元人民币），而每两周注射一次的药
物的费用为每年4400英镑。麦迪
逊医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蒂姆
尼说，公司在获得许可证之前不会
定价，但“必须让人们买得起”。

免除每天服药烦恼新法出炉：

降胆固醇 只需一年打两针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新媒体
专电 英媒称，食用鸡肉已经与较高
的患癌风险产生关联了。这是这种
白肉首次与癌症联系起来。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9
月8日报道，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研
究人员发现，食用鸡肉与患非霍奇金
淋巴瘤(一种血癌)的风险增高有关，
还会增加男性患前列腺癌的几率。

报道称，这一发现可能给整个
食品行业带来冲击波。英国人每年
要吃13亿只鸡，平均每周吃两次。
一直以来，鸡肉被普遍认为是替代
红肉的一种健康选择。

这项发现是2006年至2014年
对47.5万名英国中年人进行跟踪
调查后得出的。调查分析了他们的
饮食和后来所得的疾病。约有2.3
万人患上癌症。

研究人员在英国《流行病学和
公共卫生杂志》月刊上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说：“禽肉的摄入与恶性黑色
素瘤、前列腺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的患病风险存在正相关。这种正相
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是一项“关联性”研究，因此
仅表明经常食用鸡肉的人罹患某些
癌症的风险较高，但没有说明为什
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可能意味着
禽肉含有某种致癌物，但也可能与
禽肉的烹调方式有关(例如煎炸)。

众所周知，食用红肉会增加患
某些癌症的风险。一种理论认为，
红肉中的血液在被人体消化时会产
生有毒的分解物。研究人员说：“摄
入更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与患大肠
癌的风险增加有关。红肉与乳腺癌
和前列腺癌也存在正相关。”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英国专家称吃鸡肉增加患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