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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9 月 20 日 10kV 横 东
14632 开关以下（14632：大钱
大队变、大钱村东、东头张甲
村、天元马张甲、天元吴家变、
蒋甲东一带）07:00-11:00；

10kV 行宫 11801 开关以
下（11801:丹阳市珥陵镇新隆
化纤再生厂、丹阳市毅腾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丹阳市水利局
行宫水利管理服务站、丹阳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丹阳市水利
局延陵水利管理服务站、丹阳
市延陵镇佳凝纤维材料厂、丹
阳市延陵镇行鑫建筑材料厂、
丹阳佳羽制衣有限公司、行宫
小学、行宫村前谭巷村、行宫
村汤巷村、东皇村、永昌路、丁
延路、马场路一带）07:00-12:
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古天乐、张智霖主演

剧情、犯罪、动作电影《反
贪风暴3》；堺雅人、高畑充
希主演犯罪、剧情电影《镰
仓物语》；王学兵、马伊琍
主演剧情、冒险电影《未择
之路》；滨边美波、北村匠
海主演剧情电影《念念手
纪》；汤姆·克鲁斯主演动
作、惊悚、冒险电影《碟中
谍 6：全面瓦解》；喜剧、爱
情、冒险电影《说走就走之
不说再见》。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汤姆·克鲁斯主演动

作、惊悚、冒险电影《碟中
谍 6：全面瓦解》；古天乐、
张智霖主演剧情、犯罪、动
作电影《反贪风暴 3》；动
作、冒险、家庭电影《阿尔
法：狼伴归途》；喜剧、爱
情、冒险电影《说走就走之
不说再见》；王学兵、马伊
琍主演剧情、冒险电影《未
择之路》。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秋佳节将至，又到了月饼
消费旺季。随着跨境电商兴起，
不少消费者尝试网购境外月
饼。海关部门提醒市民，不要随
便网购进口包括月饼在内的食
品。哪些月饼禁止跨境邮寄？
邮寄月饼需要哪些手续？被海
关查禁的月饼如何处理？针对
网友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本文
予以一一解答。

问：含有肉蛋成分的月
饼为何禁止携带或邮寄？

答：我国禁止携带、邮寄含
有肉类、蛋等成分的月饼入境，
因其存在传播口蹄疫、禽流感及
其他检疫性疫病的风险，所以一
旦截获，都要作退运出境或销毁
处理。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 1
月份至8月份，该关从进境旅客
携带物和国际邮寄物中截获禁
止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
检疫物 16653批次，作退运或销
毁处理。这些食品主要问题是
腐败变质、申报不实、非法添加、
带有寄生虫等。

问：如何邮寄不含有禁
止成分的月饼？

答：对于邮寄进口不含禁止
成分的月饼，海关按照15%的税
率征收行邮税，但应征税额在人
民币 50 元(含 50 元)以下的，海
关予以免征。同时，个人寄自或
寄往港澳台地区物品，每次限值
为 800元；寄自或寄往其他国家

和地区物品，每次限值为 1000
元；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办理退
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
通关手续。

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月饼进
入国内因检疫要求受到限制，从
中国寄到国外去同样会受到限
制。目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明
令禁止收寄月饼，包括德国、法
国、丹麦、西班牙、韩国、泰国、新
加坡等。即使接受邮寄月饼入
境的国家，也有不少限制性规
定。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国禁止寄递含有蛋黄成分
的月饼。

问：邮寄月饼有哪些手
续？查禁食品如何处理？

答：为确保顺利邮寄中秋礼
物，海关提醒消费者，要事先了
解邮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对邮
寄月饼的检疫要求，不能邮寄带
有检疫风险的月饼。同时，要认
真填写邮寄申报标签，将每个包
裹中的物品都列出来；国外有明
确申报要求的，如实清晰地填写
有关内容。

对于禁止携带、邮寄的动
植物及其制品，由海关根据实
际情况作退回或销毁处理。对
于水果、乳制品、肉制品等最
常见的禁止携带物，因其容易
腐烂变质，海关截留后登记编
号，送交至指定场所做销毁处
理；对于易于保存且风险较低
的动植物产品，海关可以作退
回处理。

新华社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 18日发布第十七
次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病毒疫情
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7年
29.9%的用户遭遇过网络欺诈，
比上一年下降了16.4%。

调查活动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启动，主要对 2017 年我国的
网络安全状况进行调查。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

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建民说，近年
来，网络欺诈案件与日俱增，作
案手法不断翻新，网络诈骗易攻
难守，给广大网民的工作生活带
来很大的侵扰和危害。网络钓
鱼/网络欺诈主要有电话、短信、
钓鱼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网络
购物、邮件等方式。

2017年互联网用户遭遇网
络欺诈后发生经济损失的占比

30.18% ，比 2016 年 下 降 了
22.9%。其中用户经济损失金额
在100元~1000元区间的占比最
高，占受损用户的41.22%。

从网络欺诈场景看，既有传
统的中奖欺诈、假冒银行、网购
退款，又新增了虚假兼职、金融
互助、APK木马、虚假红包等新
的欺诈形式。同时，个人信息泄
露和数据的倒卖,给不法分子实

施精准的网络诈骗提供了有力
的依据。

陈建民说，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理财、虚拟货币投资成为诈
骗分子重点关注的领域。不法
分子的骗术不断推陈出新,通过
结合大量被泄露的个人信息，骗
子们可以编造出“天衣无缝”的
谎话，人们十有八九都会上当受
骗。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 眼下这个时节，夏天
正和秋天相互拉扯着，天气也

“东摇西摆”，非常善变。未来三
天，全市将在晴雨中来回切换，
其中今明两天以阴雨天气为主；
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仍有
32℃，明天开始有望凉快一些。

前两天，虽然我市未受台风
“山竹”的直接影响，但随着大气

环流的改变，副热带高压进一步
增强西伸，夏天再次刷起了“存
在感”，暑热继续。同时也给我
们输送暖湿空气，带来雷阵雨天
气。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来看，
热带系统仍比较活跃，近期副热
带高压仍占据主导地位。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势力将逐步
减弱，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20日起受冷空气影响，近期回升
的气温将逐渐回落到“2字头”。

俗话说“春分秋分，昼夜平
分”，这个周日我们将进入秋分
节气，之后冷空气势力将逐步增
强，活动趋于频繁，渐渐带来“天
凉好个秋”的惬意感受。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

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转
西南风，早晨最低气温：24℃到
25℃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31℃ 到
32℃。

2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早晨最低气温：25℃到 26℃，白
天最高气温：28℃左右。

21日全市雨止转阴到多云，
早晨最低气温：22℃到 23℃，白
天最高气温：26℃到27℃。

明天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

理财、虚拟货币投资成为网络欺诈重点关注领域

肉蛋类成分月饼禁止跨境邮寄
存口蹄疫、禽流感风险

秋高气爽，各种果蔬开始
陆续上市。然而，究竟哪些食
物最有利于秋季养生呢？美国
《健康》杂志载文，刊出“秋季
13 种超级食物”，可供大家参
考。

苹果 数据显示，每份苹果
（约28克）含膳食纤维4克。除
此之外，苹果还富含多种抗氧
化物质，如槲皮素、儿茶酚、表
儿茶酚等，这些成分有助于减
少癌症、心血管疾病、哮喘、糖
尿病等多种疾病的风险。苹果
洗净连皮吃最好，因为有益心
脏健康的黄酮醇等活性物质在
皮中含量最高。

梨 每份梨（约 28克）含膳
食纤维也在4克左右，其还富含
维生素C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
素铜。秋梨生吃味甜汁多，熟吃
时可烘焙或水煮，质地变软。

西兰花 一个中等大小的
西兰花就可以满足人一天的维
生素K和维生素C需求。研究
表明，维生素 K 不但与凝血功
能有关，还有益于骨骼健康。
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一员，它
还富含多种抗癌降脂成分。在
烹饪西兰花时，加热过度会破
坏其中的活性物质硫代葡萄糖
苷，防癌效果也会大大降低。
西兰花适宜清蒸、炒菜或凉拌。

西葫芦 其富含的胡萝卜
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有对抗皮肤老化和防癌效
果，还能保护和提高视力。西
葫芦微甜，皮厚的可以储存数
月。需要注意的是，高温煎炒
西葫芦可能会产生致癌的丙烯
酰胺，因此烹炒时温度一定要
低。

南瓜 富含钾，也是B族维
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
南瓜籽对男性前列腺具有保护
功效。南瓜味甜口感好，除了
炒着吃外，还可用来做饼或煮
粥。南瓜淀粉含量较高，可以
用来替代部分主食。

红薯 其富含胡萝卜素和
微量元素铁，还具有一定的抗
炎功效。此外，红薯也富含维
生素 C，并且由于其周围淀粉
的保护作用，加热时损失较

少。红薯最好烤着吃，不仅味
道香甜，而且保存的维生素比
水煮红薯更多。

白萝卜 萝卜根茎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C和芥子油等抗癌
成分，萝卜缨口感类似芥菜，是
胡萝卜素、维生素 K 和叶酸的
极佳食物来源。萝卜既可以生
吃，还可以用来煲汤。

石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一项研究发现，石榴汁
中抗氧化物质含量比红葡萄酒
更高，能帮助人体清除自由基，
抵抗衰老。石榴还富含维生素
C和叶酸。石榴籽富含可延缓
衰老的多酚类物质和类黄酮，
吃石榴时最好要嚼一嚼石榴
籽。

枣 鲜枣脂肪低、膳食纤
维、钾元素和维生素 C 含量
高。此外鲜枣还含有丰富的功
能活性成分，如类黄酮、芦丁以
及多糖类，具有改善血脂、降低
胆固醇、降血压的作用。枣味
甜，既可生吃，又可入汤或加入
奶制品等甜食中一起食用，或
者做成枣泥。

猕猴桃 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外，猕猴桃中的微量元素钾
和铜含量也较高。最新研究发
现，猕猴桃中特有的猕猴桃碱
可以加速蛋白质消化，保护肠
胃。猕猴桃口感酸甜、汁水多，
可与草莓、哈密瓜、橙子一起做
成水果拼盘食用。

葡萄柚 吃一份葡萄柚（约
合 247 克）可满足维生素 C 日
推荐量的75%。葡萄柚还富含
抗氧化剂番茄红素和降低胆固
醇的天然物质果胶。葡萄柚具
有其他柑橘类水果所没有的特
殊酸味，可与多种绿叶蔬菜一
起食用，或者榨汁饮用。

橘子 橘子富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与杏仁、枣和蜂
蜜一起食用。

球芽甘蓝 也称抱子甘蓝，
是叶酸、铁和维生素 K 的优质
来源。每天吃半杯球芽甘蓝
（约合36克），即可满足一天所
需要的维生素K。球芽甘蓝味
微苦，烧煮时加点辣椒或醋，口
感更好。

秋季13种养生食物
错过就是你的错

■生活提醒
停水通知
因管道碰接，9月20日22：

00至次日凌晨 5：00，后巷飞达
片区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
该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
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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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韩
国总统文在寅18日抵达平壤，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方
今年之内第三次会晤。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将
为继续推进半岛南北和解合作

“锦上添花”，但能否为美朝重启对
话、弥合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巨大
分歧而“雪中送炭”尚待观察。

【新闻事实】

18日上午，文在寅乘专机抵
达平壤，金正恩到机场迎接，并举
行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共同检
阅三军仪仗队。机场上，数千名
朝鲜民众手持鲜花、朝鲜国旗和
朝鲜半岛统一旗，热烈欢迎文在
寅。

随后，文在寅与金正恩同乘
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平壤市区。沿
途数万名朝鲜民众欢迎，文在寅
与金正恩一起，向人们微笑着挥
手致意。

据韩方公布的安排，双方将
商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无核化
进程以及重启陷入僵局的朝美对
话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朝韩领导
人18日下午正式开始会谈；19日
继续会谈，如果会谈顺利，可望举
行共同记者会宣布会晤成果。文
在寅将于20日结束所有行程后回
国。

此次韩方代表团不仅有14名
政府高级官员，还有50余名特别
随行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领域代表。

朝中社当天一早播发简短消
息，预告文在寅来访。韩联社说，
这可谓朝鲜媒体“破例之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6日和17

日两次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通电话，讨论此次在平壤举行的
朝韩首脑会晤。双方表示将在推
进半岛无核化及朝韩对话与合作
问题上继续保持紧密协作。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朝韩双方一
系列高调安排，包括金正恩夫妇
及朝方高级官员亲赴机场迎接
文在寅一行、文在寅率高规格代
表团等，均体现出各自对此次会
晤的高度重视，两位领导人也希
望进一步密切个人联系，并争取
双边乃至多边外交上的新突破。

对于此次会晤可能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鹏认为，一方面，如
果双方此次有机会就部分军事
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无疑体现出
对落实《板门店宣言》的积极态度，
为南北缓和趋势“锦上添花”，朝着
半岛持久和平迈出一步。另一方
面，朝韩之间开展合作是双方目
前最易着手、也最易拿出实际成
绩的发力点，有利于双方增进政
治互信、提振两国人民对维持半
岛和平的信心。

王鹏分析，此行亮点之一是
韩方特别随行人员中包括一批
大企业代表，此举既展示实力，
也体现诚意；既符合文在寅政府
主推方向，也迎合朝鲜对外部经
济合作与援助的迫切需求。但
因美方要求朝鲜完全弃核后才
可谈经济问题，朝韩经济合作迅
速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较
为有限。

辽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
究中心主任吕超说，在联合国安

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依然生效的情
况下，朝韩经济合作可谋求在制
裁以外的领域扩大合作，包括生
活生产资料贸易、人道主义援助、
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合作等。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想要真
正实现“全方位”合作，还有赖于半
岛停和机制转换和无核化问题得
以解决。鉴于朝核问题症结在美
朝、韩国对朝政策受美方牵制等
因素，此次会晤在半岛无核化问
题上会取得怎样的进展还有待观
察。

【即时评论】

朝韩首脑三次会晤对促进半
岛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朝
韩双方积极谋求合作，可谓启动

“反应链”的开端。但是，要推动和
解合作势头持续传导下去，还需
相关各方以及国际社会不断投入

“积极因子”。半岛问题核心还是

安全问题，必须妥善、平衡解决有
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各方应发
挥政治智慧，共同为实现半岛无
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做出切实努
力。

【背景链接】

今年以来，半岛局势逐步缓
和，朝韩关系持续回暖。

4月27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会晤
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
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
换而努力。

5月26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
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再次举
行会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及举
行朝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相关事宜
交换意见。

文在寅是继金大中、卢武铉
后第三位造访平壤的韩国在任总
统。

新华社华盛顿9月17日
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17
日在其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总部
公布了第一位绕月飞行的私人
游客身份：如果一切顺利，日本
企业家前泽友作将由新一代

“大猎鹰火箭”送去绕月飞行。
42 岁的前泽友作是日本

最大在线时装平台“走走城”的
创始人和艺术品收藏家，据美
国《福布斯》杂志估计其当前的
净资产为 29 亿美元。前泽友
作在发布会上表示，“这是我一
生的梦想”。

前泽友作表示，自己购买
了“大猎鹰火箭”之旅所有的座
位，并暗示绕月旅行可能在
2023年，“2023年，我愿意邀请
6 到 8 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
我一同飞向月球”。

据悉，计划中的绕月飞行
旅程约 4到 5天。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在推特上说，这是“让梦想着
太空旅行的普通人获得机会的
重要一步”。

去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
曾宣称计划使用“龙”飞船和

“猎鹰重型”火箭送两名太空游
客绕月飞行，但后来宣布放弃
使用“猎鹰重型”绕月的计划，
转而使用“大猎鹰火箭”。

“大猎鹰火箭”是这家私营
科技公司的下一代火箭，比其
现有的“猎鹰 9”和“猎鹰重型”
更强大。但“大猎鹰火箭”目前
尚未建成，开发进度或存在一
定变数。

新华社莫斯科9月17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17日在索
契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举行会晤。双方会后发布联
合声明说，将在叙利亚伊德利
卜省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
间建立非军事区。

据俄总统网站当天发布的
联合声明，俄土双方经协商决
定，于今年10月15日前在叙利
亚伊德利卜省的政府军与反政
府武装之间建立纵深 15 公里
至 20 公里的非军事区，并把

“征服阵线”等极端组织赶出这
一区域。此外，根据埃尔多安
的建议，10月10日前反对派武
装的坦克、火炮等重武器必须
撤出这一地区。

声明还说，非军事区将分
别由土耳其军人和俄罗斯军警
人员组成的机动巡逻队监管。
双方还提议，在今年年底前恢
复叙利亚阿勒颇省至拉塔基亚
省以及阿勒颇省至哈马省的公
路交通。

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坚决
打击叙境内任何形式的恐怖主
义，表示将采取有计划的行动
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推
进日内瓦和谈框架下的协调工
作，早日使叙利亚重获和平。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
北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
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
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本月
7日，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三
国总统在德黑兰举行会晤后发
表联合声明说，伊德利卜省的
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和其他恐怖
分子必须被消灭，但各方应遵
守并维护有关叙利亚冲突降级
区的安排。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的发言人戴维·凯斯近
日缠身性侵丑闻，本想休假暂
避风头，不料丑闻持续发酵。
连他在驻外工作期间的顶头上
司、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也受到
牵连，一名反对党议员 16日呼
吁总理将这名大使撤职。

凯斯现年 34岁，2016年初
担任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主
要负责与外国媒体打交道。此
前，他在以色列驻美国使领馆
工作过。上周，美国纽约州一
名州参议员候选人指认凯斯 5
年前性侵过她。《华尔街日报》
一名女记者随后也指认凯斯性
侵自己。

至少十几名女性在一周内
纷纷站出来，揭露凯斯在美国

工作期间以及就任以色列总理
发言人之后的恶行。凯斯否认
这些指认，主动休假，打算专心
处理此事、洗刷自己的名声。

凯斯的前上司、以色列驻
美大使罗恩·德尔默15日证实，
他2016年底听过一名当时供职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反映凯斯
行为不端之事，但没有向上级
汇报，因为“他不认为那些性侵
指认构成犯罪”。

那名记者说，许多女同事
反映凯斯性侵或性骚扰她们，
因此凯斯当时被《华尔街日报》
许多员工列上采访黑名单。

以色列反对党议员卡琳·
埃尔哈拉尔15日要求总理调查
此事，厘清凯斯和德尔默的关
系。她说，德尔默“知情不报”，

纵容凯斯的恶行，应该被炒鱿
鱼。

内塔尼亚胡尚未回应埃尔
哈拉尔的提议。另一名反对党
议员迈克尔·罗津也要求内塔
尼亚胡对他下属的性侵和性骚
扰行为作出明确表态。

内塔尼亚胡的“身边人”近
来屡曝丑闻。他的前助理内
森·埃谢尔被曝在总理办公室
性骚扰一名女性，还用手机偷
拍对方裙底风光，2012 年被迫
辞职。以色列电视第二频道今
年 1月曝光内塔尼亚胡儿子两
年半前与友人的一段谈话录
音，内容暗示内塔尼亚胡涉嫌
利用职权为友人谋利。内塔尼
亚胡否认这一指控，没有受到
起诉。（新华社）

朝韩首脑第三次会晤

“添花”之后能否“送炭”

9月1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前右）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前左）在平壤检阅仪仗队。

一俄罗斯军机在
叙利亚附近地中
海上空失联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
月18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 18
日发布公告确认，俄军一架搭载
14人的电子侦察机17日晚间在
叙利亚附近地中海上空失联。

公告说，莫斯科时间17日
23时左右，俄罗斯驻叙利亚赫
迈米姆空军基地监测到俄军一
架伊尔－20电子侦察机与基地
雷达失去联系。机上搭载 14
人。空军基地司令部已对失联
军机展开搜寻。

公告说，军机失联期间，空
军基地雷达监测到以色列战机
空袭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目标，还
监测到地中海东海岸附近法国
护卫舰有导弹发射活动。

以总理“身边人”性丑闻发酵
以驻美大使受牵连

近日，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
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的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火星的自
我维持研究基地，可以支持多年
的载人任务。此项研究的多步骤
计划包括将机器人送到火星建造
基地，收集利用红色星球的自然
资源，并最终派遣航天员在那里
生活至少9个月。与其他之前已
经提出的理论一样，EPFL的科学
家们认为，人类最有可能在火星
北极成功建立基地，因为火星的
两极含有重要的自然资源，适合
维持人类生命。

首名绕月飞行私
人游客是日本人

俄土总统声明：

将在叙伊德利卜
省建立非军事区

瑞士科学家设计出未来火星自我维持研究基地

9 月 17 日，国际原子能机
构第 62 届大会在奥地利维也
纳召开。一年一度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大会是该机构最重要的
会议，本次大会为期5天，将讨
论核领域技术合作、核安全和
核保障等广泛话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2届
大会在维也纳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