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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化我市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工
作，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
邪、防邪、反邪的意识和能力，由
市委政法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
等单位指导，中山日报报业集团、
中山书画院主办，中山报业公交
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山市
反邪教主题少儿绘画作品征集巡
展活动近日启动。

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2月，征集作品的对象为全市小

学生，主要是四至六年级小学
生。所征集的绘画作品要围绕

“全民反邪教，同心奔小康”主
题，展现人们（社会、家庭）向往
美好生活、崇尚科学、反对邪教
的画面，如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可以着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美德等生活图景和
美好愿望；反映人们崇尚科学、
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可以着眼
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的生活认知和场景等；反映人们
防范邪教、拒绝邪教、反对邪教

的认识和信念，可以揭露邪教组
织蛊惑人心、诋毁科学、蒙蔽群
众等反社会的伎俩和罪恶本质；
可以展现人们不看、不信、不听、
不传邪教，与邪教作斗争的正能
量。

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内容充
实，健康向上，作品形式可以是素
描、水粉、油画、速写、彩铅、水墨、
动漫、版画等，可以是单格图画，
也可以是多格漫画。届时将由组
委会组织专家和公众等进行综合
评定，奖品丰厚。 李玮玮

活动时间：2018年 10月-12
月（作品提交时间：即日起至 11
月15日止）

活动对象：全市小学生，主要
面向四至六年级小学生。

征集方式：
（一）个人线上报送。关注“文

明中山”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菜
单“有奖活动”-“反邪绘画作品提
交”，将绘画作品拍照上传，并填
写创作信息（姓名、学校、班级、联

系电话、指导老师），成功提交即
可。

（二）单位统一报送。由单位
收集好作品，报送到组委会办公
室。

报送地址：中山市东区起湾
道北 142号中山报业文化创意产
业园B区303室 邮编 528403

咨询电话：0760- 89883432
（萧梦雨 谭燕雯）

联系邮箱：zsszcm@126.com
可扫描以下二维码查看详细

活动情况，扫描二维码直接报名。

全民反邪教 同心奔小康

中山市反邪教主题
少儿绘画作品征集巡展活动启动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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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解论坛暨‘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评
议研讨会”10日在罗马举行。经
过充分讨论，会议签署并发布了
针对“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里程碑式
文件《罗马宣言》。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是以

项目需求为引导、以国别产业政
策为保障、以专业研究为基础、
以多边合作方式组织实施的多
层次资源配置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自
2015年启动以来，已通过联合海
内外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科
技、企业、商会和政府机构，集中
优势资源，协助中国和沿线国家

的企业在“一带一路”经济区域
投资、合作、创办实业、并购、融
资过程中，评估投资环境和识别
投资风险，提出应对策略，提供
专业的系统服务。

该机制主席王丽当天在致
辞中表示，意大利是古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
要支点，也是很多法律规则的发

源地，《罗马宣言》的签署见证了
东西方的和谐共赢与国际调解
事业的最新发展。

她表示，“一带一路”国际
商事调解中心设立的初衷就是
以东方智慧吸收现代调解国际
经验，构建符合国际法治并能
够满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需要的调解制度和运行

平台。
《罗马宣言》由来自亚洲、欧

洲、美洲和非洲 12个国家 20余
个机构代表共同签署。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意大
利共同主席安杰洛·博尼索尼强
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并
不局限于意大利与中国，而是基
于国际视野的全球服务。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10日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过
紧，并说美联储已经“疯了”。特
朗普此举引发外界对总统干预
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
州参加集会活动前表示，美联储
当前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他表

示，美联储正在“犯下错误”，并
称美联储已经“疯了”。

在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当
天，美国股市遭遇暴跌。截至 10
日收盘，美股道琼斯指数跌幅为
3.15％，标普 500 指数跌幅为
3.29％，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达
4.08％。此外，近来美国债券收
益率不断走高，显示与之逆相关

的债券价格走低，债券市场在股
市暴跌当天没有成为“避风港”，
这一动向引起了市场分析人士
的更多担忧。

特朗普说，当天美国股市
经历了一次意料之中的“修
正”，他表示“真的不同意美联
储的做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

应。
特朗普近期多次公开批评

美联储加息政策，打破了长期
以来白宫回避评论货币政策的
传统，并引发外界对总统是否
干涉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
争议。

美联储上月 26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个

基点至 2％－2.25％。这也是美
联储今年来第三次加息。同时，
美联储对未来两年加息节奏的
预期也维持不变，预计今年还
将加息一次，2019年和 2020年
将分别加息 3次和 1次。多数经
济学家和市场人士预计，美联
储将在 12月进行今年第四次加
息。

美股暴跌，特朗普言辞激烈地批评加息政策——

美联储已经“ ”！

据新华社电 载有俄罗斯
和美国宇航员的一艘俄罗斯
飞船 11日发射失败。目前，俄
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着陆的
两名宇航员，两人均平安无
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
的消息，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北京时间 16 时 40
分），载有宇航员的“联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
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
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
约119秒后，火箭第一级分离，
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
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
然关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
急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
俄国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

宁和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
告生还，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
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
距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
卡兹甘约 20 公里，俄一个空
降兵小组率先乘飞机抵达，并
在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舱。目
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
均没有受伤，状况良好。他们
将被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
医院进一步检查，然后回到莫
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说：“谢天谢地，宇航员还活
着。”俄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
表示，飞船的紧急逃生系统表
现出色，俄将成立国家调查委
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监察长办公室 10日发布报告
说，由于波音公司开发进度延
误以及美航天局对合同管理
不善，美下一代大推力运载火
箭“太空发射系统”（SLS）首飞
再次推迟。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原
定今年底进行首次测试飞行。
去年 4月，美国国会下属政府
问责局称首飞可能推迟到
2019年。新报告指出，由于“太
空发射系统”核心级开发持续
延误，目前火箭及“猎户座”飞
船的无人首飞将推迟到至少
2020年年中，载人飞行任务推
迟到2022年年中。

根据这份报告，波音开发
火箭合同价值 62 亿美元，截
至今年 8月已经花费 53亿美
元，预计2019年年初将耗尽全
部费用，但波音却无法交付火
箭的核心级。为了完成研发，
未来美航天局还需进一步增
加合同费用。

报告认为，火箭核心级开
发延误和成本增加很大程度
上归因于波音公司在管理、技
术和基础设施等问题上表现
不佳。此外，测试核心级所需
的指挥与控制相关硬件和软
件的开发，比原计划落后 2
年。设备相关事故以及极端天
气事件是原因之一。

10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打造的中国普惠金融的“晴雨表”——
“建行·新华普惠金融-小微指数”在北京发布。同日，建行和中经社还一同发布了《中国普惠金
融蓝皮书（2018）》。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今后，依托交
警网上事故处理系统和保险公
司理赔系统，并结合交警、保险
理赔员的路上巡查，轻微交通
事故可进行定责、理赔的线上
一站式办理。这是记者在 11日
举行的广东“警保联动”推进仪
式上了解到的。

今年8月以来，广东通过建
立“警保联动”机制，改进事故
快速处理方式。平安产险副总
经理朱友刚介绍，通过该项目，
客户无需重复报案，交警或保

险公司只要一方出动，即能解
决事故理赔。同时，相关险企还
与交警部门推出了协同巡逻新
模式，在事故高发区域、人车密
集区域开展交警和保险理赔员
共同巡查，能够第一时间到交
通事故现场协助处理。

在警情与保险信息的共享
互通下，通过广东“事故 e处理”
系统、“交管 12123”手机App和
保险公司理赔系统，可实现轻微
道路事故的远程定责，指引轻微
事故快撤、快处、快赔，改善“小

事故造成大拥堵”的问题。
广东各地已陆续启动相关

试点。广东省公安厅发言人表
示，今年 12月底前将完成各地
市交警、保险理赔员道路联合
巡查队伍组建，共同开展城市
道路巡查。并协调保险企业根
据情况依托各地交警支队指挥
中心，专设电话咨询、远程定责
以及在线理赔于一体的警保联
动服务专员席位，保证案件快
速一站式处理，减少因交通事
故造成的交通拥堵。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吉林省公安厅机场
公安局获悉，一名旅客近日在飞机客舱卫生
间内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发现，并被机场公安
机关处罚。警方提示，飞机上各处均严禁吸
烟，电子烟也包括在内，旅客切勿存在侥幸
心理，否则将面临相应处罚。

据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长春龙嘉
机场治安派出所教导员谷春雨介绍，9月 29
日从杭州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旅客在卫
生间内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及时发现并移交
机场公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
门对该旅客处以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虽然电子烟不需要明火点燃，但同
样会产生烟雾和有害物质，容易引发危险
情况。并且，飞机机舱是密闭的环境，吸烟
或电子烟会对机上人员的健康带来危
害。”谷春雨说，旅客应该严格遵守相关安
全规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否则机场公
安部门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进行
相应处罚。

北部爆发枪战
致14名军警死亡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官员
11日向媒体证实，一伙塔利班武装人员日前
在该省卡莱伊扎尔地区与军警发生枪战，交
火造成至少14名军警死亡，另有12名军警受
伤。

当地警方负责人萨夫达尔·阿里说，10
日夜晚，一伙塔利班武装人员对该地区一安
全检查站发动突然袭击，并与驻守检查站的
军警展开持续交火。交火中至少 7名塔利班
武装人员死亡，另有9名武装人员受伤。

当地省议会议员赛义德·阿萨杜拉·萨
达特11日也向新华社证实了此次交火事件。
他表示，塔利班势力在该地区依然活跃，军
方急需加强针对塔利班目标的打击力度。

据悉，这是卡莱伊扎尔地区近期第二次
发生类似事件。塔利班武装人员 10月 5日晚
在该地区和军警发生交火，造成 7名军警死
亡、5人受伤。

移民船沉没
导致8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10 日
说，当天发生在该国西部爱琴海海域的非法
移民船只沉没事故已致8人死亡、25人失踪。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其官网发表声明
说，6具遇难者遗体被冲上岸，两具遇难者遗
体在海上被发现，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救25
名失踪人员。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艘搭载非
法移民的船只可能寻求前往希腊，但在土耳
其伊兹密尔省卡拉布伦地区附近海域沉没。

多国签署《罗马宣言》

指导“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美国下一代大推力
火箭首飞再次推迟 广东依托交警网上事故处理系统和保险公司理赔系统

轻微交通事故可线上定责理赔

中国普惠金融“晴雨表”出炉

一旅客飞机上
吸电子烟被行拘
警方提示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土耳其

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