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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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迎来
“分裂”国会
据新华社消息 据美国多家媒
体 6日晚报道，民主党在当天举行
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众议院控
制权，共和党则进一步巩固了参议
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国会将再度进
入
“分裂”
时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
新闻台等媒体报道说，民主党获得
的席位将超过众议院多数党所需
的 218席，时隔 8年重新控制众议
院；共和党在印第安纳、密苏里等
州夺回国会参议院席位，进一步巩
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新一届
国会将于 2019年初履职。
民调显示，
医保、
移民和经济是
本次选举中最受关心的三大议题；
近
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
希望通过投票
表达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或反对。
特朗普 6日深夜在社交媒体
上说:
“今晚取得巨大成功，感谢所
有人！”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
主党人佩洛西则表示，新一届国会
将对白宫进行制衡。

◆11月 6日，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选民在一处投票站注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 韦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国会陷入“分裂”或将引发
更多政治僵局。分析人士指出，民
主党或凭借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对

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事务进行更
多牵制。
当天的中期选举还改选了 36
个州长、三处海外属地的行政长官
和大部分州级立法机构等。

计算机，同时开始查找“Ｂ面”计算
修 复 ，就 尽 快 切 换 回“B面 ”计 算
机的故障原因。据介绍，
“好奇”号
机，
因为其内存空间更大。
2012年在火星最初着陆时，
使用的
“好奇”号火星车 2012年 8月
就是“A面”计算机，但 5年多前，该
在火星盖尔陨坑着陆，原定任务期
计算机曾发生软硬件问题，使得火
为期两年，主要任务是弄清火星历
星车无法响应指令，电池也耗尽。 史环境是否曾适合生命存在。截
当时，工程人员切换到“Ｂ面”计算
至目前，
“好奇”号在火星上的移动
机，
并成功修复了
“Ａ面”
计算机。
里程已累计超过 20公里。
“好奇”号项目副主管斯蒂文
另一台在火星进行科学探测的
李说，他们有信心让“好奇”号完全 “机遇”
号火星车自6月初就因火星尘
恢复，但“Ｂ面”计算机修复需要多
暴与地球
“失联”
了，
目前美航天局仍
久尚不可知。工程人员希望一旦
在
“积极监听”
，
试图找回
“机遇”
号。

张建云院士：

长历时高温天气 未来在我国可能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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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南京水科院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日前表
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的长
历时高温天气未来有可能成为常
态,局地极端暴雨有增加的趋势，
水库发生超标准洪水的风险增加，
应重视水资源适应性管理。
张建云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
基于全球水文实验与观测数据的
水流情势研究国际会议上作上述
表示的。本次会议主题为“变化环
境下的水文过程与水安全”
。

举报黑恶犯罪线索

20名举报人
获 63万元奖金

“好奇”号在火星重新开动
新华社华盛顿 1
1月 6日电（记
者 周舟）美国航天局 6日报告说，
9月发生故障的“好奇”号火星车已
恢复作业，它上周末移动了约 60
米，到达一处名为“欧卡迪湖”的位
置，本周将开展钻探取样任务。
9月 15日，
“好奇”号上的计算
机设备发生内存异常，无法正常进
行科学及工程数据的存储。美航天
局说，
“ 好奇”号有“A面”和“B面”
两台计算机相互备用。10月 3日，
地面工程人员启用了空闲的
“Ａ面”

黑龙江：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区和影响显著区。据《中国气候变
化蓝皮书（2018年）》数据，1951年
至 2017年，中国地面年平均气温
每 10年升高 0.
24摄氏度，高于同
期全球平均升温水平。2018年 7
月 24日我国连续 12天发布大范围
高温天气预警。
“气候变化一方面导致我国北
方河川径流和地表水资源减少，另
一方面温度上升使得农业、工业、
生活和生态用水增加。我国北方

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
突出。”张建云说，应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一方面要节能减排，另一方
面要采用适应性的应对策略，水资
源的管理要由综合管理到适应性
管理转变。
具体而言，一要节水优先，加
强需求侧管理；二要优化配置，建
设跨流域调水工程，形成丰枯互济
的国家水网；
三是拓展水源，
提高非
常规水源利用率；四是多目标协同
管理和风险调控，
保障协同发展。

据新华社消息 6日，黑龙江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 20名积极举报黑恶犯罪线索
的人民群众，兑现奖励资金 63万
元。
记者从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采取超
强措施，强势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共
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5起、恶
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110起、恶势力
团伙案件 124起。
公安机关希望广大人民群众
继续积极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活动，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
将对举报线索逐一核查，一经查实
将向举报人兑现 1万至 8万元不等
的奖励。

甘肃：
兰海高速重大交通事发地

8日起禁止三轴
及以上货车通行

新华社兰州 1
1月 7日电（记者
姜伟超）记者从甘肃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获悉，3日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的兰海高速新七道梁长下坡，自
8日起禁止三轴及以上货车通行。
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介
绍，为了预防兰海高速公路新七道
梁长下坡路段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决定自 8日零时起，该路段禁止
三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通行。禁止通行时间至兰州南
绕城高速公路通车之日止。
禁止通行路段总长度共 21.
5
公里，从兰海高速井坪收费站至兰
州南收费站。过路的禁行车辆需
从井坪收费站驶出，经国道 212线
驶往兰州。
3日 19时 21分，兰海高速兰州
南收费站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拉运
塔吊的辽宁籍半挂车沿兰海高速
公路由南向北行驶，经新七道梁 17
公里长下坡路段，刹车失灵，行驶
至距兰州南收费站 50米处，与排队
等候缴费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导
致 15人死亡。

1136万元！复式投注显神威 呼和浩特市彩民喜迎 2018年首注双色球巨奖！
继 10月 25日，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第 2018125期，6年磨一剑的阿拉善
盟彩民中得 1000万元大奖后（上次为
2012年 8月 12日 双 色 球 游 戏 第
2012094期开奖，阿拉善盟彩民中得
1031万元大奖），仅仅时隔一期，在双
色球游戏第 2018127期开奖中，
呼和浩
特市彩民就凭借复式投注，
再接再厉中
得大奖 1136万元！为我区彩民持续吹
响夺取双色球游戏大奖的冲锋号角！
大奖出自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二
环中海锦绣城 15015563号福彩销售

站，一彩民豪爽一掷，凭借复式“14+3”
的投注方式，一举中得 1注一等奖、2
注二等奖及 5353注各级固定奖，在双
色球游戏 10亿元派奖活动的助力下，
奖金高达 1136.
8006万元（派奖奖金
445.
1514万元）！该注大奖是 2018年
我区中出的第五个双色球游戏千万级
别大奖，也是呼和浩特市彩民 2018年
中得的首注双色球一等奖，不中则已，
一中即是千万级别巨奖，呼和浩特市
彩民可谓是奖不惊人誓不休！
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9.
64亿

多元，本期 4000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
奖奖金全部派出，按本次派奖规则，下
期复式或胆拖投注中得一等奖将按中
奖注数均分 2000万元派奖奖金！本期
计奖结束后，
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 3亿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 4.
55亿多元，按照派奖规则，本期
计奖结束后，双色球 10亿元大派奖活
动还剩 15期，由于单注头奖派奖奖金
最高限额 500万，
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
会 在 派 奖 期 间 4元 胆 拖 或 复 式 中 得
1500万元。广大双色球游戏的忠实拥

趸们，
精彩不容错过，
惊喜就在眼前，
请
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站，
尽情徜徉在双
色球游戏的旖旎旅程中吧！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
需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您购买彩
票 后 ，请 妥 善 保
管，并及时查询中
奖信息。如果中
奖，请您在当期游
戏 开 奖 之 日 起 60
个自然日内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