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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美财长姆努钦考虑来华磋商
商务部表示已收到这一信息，对此表示欢迎
题磋商的信息，并对此表示欢迎。
有媒体提问， 美国财长姆努钦
表示考虑来华磋商， 请问中方有何

新华社北京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22日应询回应表示，中方已
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

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已
收到这一信息，对此表示欢迎。 于佳欣

禁化武组织调查团进入叙利亚
调查“
化武袭击”事件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21日发布
公报说， 该组织调查团当天进入叙
利亚杜马镇就据称发生的“化武袭
击”事件展开调查。
公报说， 调查团专家在杜马访
问了一处地点， 采集了与据称发生
的
“
化武袭击”有关的样本。 禁化武
组织会在评估形势后考虑下一步举

措，不排除再次访问杜马的可能。
公报还说， 这些样本将被运往
荷兰赖斯韦克的禁化武组织实验室
进行分析。“
在样本分析结果以及调
查团收集的其他信息和材料的基础
上， 禁化武组织会编写一份报告呈
交所有缔约国审议。 ”
禁化武组织18日发布公报说，联
合国安全人员于17日先期进入杜马

以评估当地安全形势，但在勘查地点
遇到“轻武器开火”和“爆炸物被引
爆”等状况，安全小组随即返回大马
士革。
4月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
化武袭击”
古塔地区杜马据称发生“
事件。叙政府坚决否认使用化学武器
的指责，称有关消息
“
是反政府武装
支持的媒体编造的假新闻”。郑一晗

秦始皇兵马俑展在美举行

阿富汗一选民注册站发生爆炸事件

当地时间2018年4月21日，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秦始皇“兵马
俑”展在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举行。
中新

死亡人数上升至31人
新华社喀布尔电 据阿富汗
公共卫生部22日消息， 当天发生
在首都喀布尔一选民注册站附近
的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31人
身亡、54人受伤。
新华社记者从阿公共卫生部
消息人士处了解到， 喀布尔西部
达什特巴尔奇街区的一个选民注
册站附近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
件， 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
至31人。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当天宣
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新华社记者在事发现场看
到， 爆炸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外， 还给附近建筑物造成不同程
度破坏。 距离事发现场最近的两

牵
爱

处建筑的橱窗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震碎，地上血迹清晰可见。许多民众
聚集在现场焦急地打听亲友下落，
还有人在注册站门口低头哭泣。
现场一名目击者对记者说，爆
炸发生时， 大量民众正在注册站门
口排队等候进入， 所以袭击造成严
重伤亡。“至少有3名袭击者，其中一
人冲进人群，引爆了身上炸药，另外
两人在爆炸发生后趁乱逃离现场。”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当
天通过社交媒体对袭击事件表示强
烈谴责。他说，恐怖分子无法战胜民
众的意愿， 阿富汗将继续为公正和
透明的选举活动而努力。
据报道， 阿富汗在过去一周内
已经发生3次针对选民注册站的袭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击或绑架事件。 4月17日，在阿北部
古尔省的一个注册站，3名工作人员
和两名警察被武装分子绑架。18日，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
巴德市的一个注册站遭袭击， 造成
至少两名警察身亡。20日，巴德吉斯
省的一个注册站遭袭， 造成一名警
察身亡。
根据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4
月初公布的消息，阿国民议会选举和
地区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0日举
行。 据悉，各地的选民注册和登记工
作于4月14日陆续展开。 有分析称，阿
富汗安全局势正影响着独立选举委
员会各项工作的开展，而近期接连发
生的袭击则是反政府武装组织为干
扰选民注册工作制造恐怖气氛。 代贺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诚信婚介
推荐榜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男
男
女
女

28 岁
33 岁
25 岁
29 岁

1.75 米
1.78 米
1.58 米
1.63 米

本科
本科
大专
本科

房车 办企业
外企主管 房车
事业单位 漂亮
央企 气质好

新华社伦敦电 一个国际研究
团队日前在英国期刊《微生物组》上
发表报告说， 狗和人类的肠道菌群
基因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加相
似，因此在营养学研究中，狗或许是
更适合的参照对象。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发现， 饮食中蛋白质和
碳水化合物的量的变化， 对狗和人
类的肠道菌群产生的影响非常类
似， 对狗的影响也不会因品种或性
别而改变。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 欧洲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的路易斯·佩德罗·科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动画片
《犬之岛》
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爱情喜剧片《21 克拉》
董子健,钟楚曦主演爱情喜剧片《脱单告急》
道恩·强森主演动作科幻片
《狂暴巨兽》
泰尔·谢里丹主演动作科幻片 《头号玩家》
伊凡尔·可汗主演
《起跑线》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地址：美丽华红木广场 9 号楼 0615

搬 大 各招聘司机、搬运工
2 名 工资日结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家众
搬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顺喜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俱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仁杰
商务

信息调查事务所

补运中心

补运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洁华清洗公司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13773650825华联北

手机：
地

埃略说：
“
我们发现人类和狗的肠道
菌群在基因组成上有许多相似之
处，这个结果表明我们与狗这个‘
人
类最好的朋友’ 之间的相似程度比
我们以前认为的更高。 ”
科埃略说：“这些发现表明，在
开展营养学研究时， 狗可能是比猪
或鼠更好的模式动物， 我们或许可
以用狗的数据来研究饮食对人类肠
道菌群的影响。 ”
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 虽然人
类和狗体内的微生物很相似， 但并
非完全一样。
张家伟

4 月 20、21 日 19:30 中央民族乐团《丝绸之路》音乐会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4 月 29 日 19:30 中国杂技团杂技剧《天地宝藏》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5 月 6 日 15:00 大型音乐木偶剧《小人国与大人国》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5 月 14 日 19:30 大型民族歌舞剧《白莲》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成功 满意 诚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研究称狗与人类肠道菌群基因更相似

调查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车辆信息

13328090150

家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高价求购二手车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
栏目投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
类窗口缴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