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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大师课.少儿经典歌曲大赛
济南分赛区大赛启动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技能竞赛总决赛举行

单价便宜，总价低，又有多
种政策支持……很多购房者在
被限购之后，开始动起了购买公
寓的念头。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
好地段好产品更受青睐，更能带
来好的租金回报。

市民小李是一名单身白领
女性，在高新区工作，最近就在
考虑投资套小公寓：“现在租房
成本算上物业、 水电费等也不
少，等同还月供了，不如自己买
一套。 婚前先自住，婚后不住了
还能租出去，也是给自己的一个

小保障。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由
于再次交易时税费较高，公寓最
方便的回报形式就是出租。 投资
公寓的关键是选好地段，核心区
商务公寓产品的投资潜力更大，
回报率也更高。

记者浏览 58同城、 赶集网、
安居客等平台了解到，目前，济南
奥体周边像华创观礼中心、海信
龙奥九号等精装修公寓的一居室
出租价格已经达到了 3000 元 /
月，两居室公寓的出租价格达到
了 5000元 /月。（通讯员 晓妹）

算算收益率，
公寓近期更受人们关注

我国 4G用户渗透率
进入全球前五

11 月 8 日，《中国互联网发
展报告 2018》在第五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发布。 中国光纤用户占
比居世界首位，4G用户渗透率进
入全球前五，5G研发进入全球领
先梯队。 截至 2018年 6月，中国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3.78
亿户，其中光纤接入用户总数达
3.28亿户，用户占比居世界首位。
截至 2018年第二季度末，中国固
定宽带和 4G网络下载速率双双
超过 20Mbps， 同比提升均超
50%。中国 4G网络建设实现后发
赶超， 全国 4G基站总规模超过
340 万个，4G 用户数达 11.1 亿
户，4G 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
五。 根据 2018年互联网发展指
数，排名前 10位的依次为广东、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陕
西、四川、福建和湖北。

3D打印飞机？
未来可期

近日，中国商飞主办“增材
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未来民
机发展国际论坛， 与会专家指
出，增材制造技术的引入，在一
定程度上缩短了航空设备的研
发时间和制造流程，该工艺在一
体化成形以及拓扑优化结构生
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增材制造
俗称 3D打印，它是一种“自下而
上” 通过材料累加的制造方法，
按照挤压、烧结、熔融、光固化、
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
体物品的制造技术。 相对于传统
的加工模式，增材制造技术能够
实现高性能复杂结构零件的无

模具、快速、全致密、近净成型，具
有设计自主性和环保面的优势，
为民用航空工业实现复杂结构优
化设计、快速设计验证、小批量零
部件快速制造、 快速客户响应等
关键问题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
式。

英国超级计算机
成迄今最强“大脑”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
英国科学家刚刚激活了世界上最
强“大脑”：一台拥有 100 万个处
理器内核和 1200 个互连电路板
的超级计算机， 它能像人脑一样
运作， 是迄今能最准确模拟人脑
的超级计算机。这台设备名为“脉
冲神经网络架构”（SpiNNaker），
位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它不仅
能像大脑一样“思考”，还创造了
人脑中神经元的模型， 并实时模
拟了比其他计算机更多的神经
元， 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模拟部
分大脑的模型，如皮质模型、基底
神经节模型以及脉冲神经元网络
的模型等。

泰国暂免中国游客
落地签证费

泰国政府 11 月 6 日批准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 21个国家和地
区的游客实施为期两个月免收落
地签证费措施， 以吸引更多外国

游客，提振旅游业。由于相关部门
需要为此进行准备， 预计最迟不
晚于 12月 1日实施该措施。根据
这项措施，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
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为 15
天的落地签证时， 将不用缴纳签
证费。目前，泰国落地签费为每人
2000泰铢（约合 425元人民币）。
新措施能将新年期间来泰的外国
游客数量在正常水平上提升三成
左右， 这将有助于增加泰国的旅
游收入。

人类肌肉再生过程
一种关键机制揭开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
表的一篇医学论文称， 蛋白质
TDP-43会在正常的肌肉生长和
再生过程中积聚， 并发挥功能性
作用。 TDP-43常常和肌萎缩性
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等神经肌
肉疾病关联起来， 而且被认为具
有致病性。科学家认为，疾病中肌
肉再生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这种蛋
白质的有害积聚。研究人员认为，
神经肌肉疾病中的持续肌肉再
生， 可能会增加 TDP-43 的水
平，无法清除所产生的肌—颗粒，
进而可能导致患病肌肉中出现致
病性淀粉样蛋白积聚， 而年龄相
关性因子可能会增加发生这种转
变的风险。

聪明乌鸦能“制造”工具
乌鸦为了取到食物， 能够把

多个小零件组合成一个复合工
具。这表明乌鸦也能像人一样“制
造”工具，能够灵活快速解决新问
题。 德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设计
了一个实验， 他们向 8只新喀鸦
分别展示了一个它们从未见过的

箱子， 并把食物放置在一个透明
的门后， 但这些乌鸦无法直接用
喙打开门闩来获取食物。 当研究
人员为乌鸦提供了一根长棍时，
所有乌鸦都“知道”把长棍放进箱
子的缝儿中来移动食物。随后，研
究人员又提高难度， 不仅把食物
放置得离乌鸦更远， 并且给乌鸦
提供的工具更加短小， 使乌鸦无
法用单个工具直接碰到食物。 结
果， 有一只乌鸦可以把 3到 4个
小零件组合起来，“制造” 出一个
更长的复合工具。

朝鲜将建大型水上乐园
韩国自叹不如

据韩联社 11月 7日报道，朝
鲜正计划新建一处大型水上乐
园———金刚山游泳馆， 地点在江
原道高城郡温井里， 占地面积达
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是什么
概念？韩国《朝鲜日报》举例说，在
韩国非常受欢迎的维瓦尔第水上
乐园，足有 14个足球场，能同时
容纳 2万 3千名游客， 其占地面
积才 16万平方米,可见朝鲜要打
造的这处水上乐园规模之大。 该
项目采取合作经营或合资经营的
方式，建设工期为 6个月，运营期
10年。

八旬老人攒 2万元
被取消五保户资格

最近，广东佛山三水一位 80
多岁的五保户周奶奶突然接到了
一张《五保供养取消通知书》。 周
奶奶早年做保姆为生， 退休后申
请公租房独自生活多年， 她没有
丈夫，没有子女，仅有的一点积蓄
花光了以后， 亲属在十几年前给
她申请了五保户， 从此住进了佛
山的一家敬老院。 张女士负责保
管姑妈周奶奶的存折， 她对姑妈
被取消五保供养一事十分不解。
“周奶奶账户里有 2万元，这些钱
是她多年来省下来的， 如果不是
去年有一万元的分配款， 十多年
了才存了一万元， 这样就取消了
她的资格。 她全部的存款两万元
能干什么，一个住院就没了。 ”广
东省民政厅日前就此问题作出回
应。据了解，省民政厅正研究提高

五保户取消的标准， 新的标准有
望明年一季度出台。

女子拉上三姐妹
帮丈夫造假酒

2015年以来，湖北咸宁女子
彭某， 伙同其丈夫段某在武汉市
汉阳区永丰乡一出租房内设置制
假窝点，开始制作假品牌白酒。由
于他们反侦查意识较强， 多次更
换制假窝点和仓库， 所以近 3年
来，他们一直未被警方查获。今年
8月，彭某的大姐、二姐在武汉开
的美食城倒闭了， 在彭某的建议
下， 一起来到武汉的制假作坊帮
忙造假酒。前不久，彭某四姐妹中
的小妹因感情不顺， 也来到彭某
家， 看到大姐二姐都在作坊里做
事，于是也加入进来。 不久前，毛
铺苦荞酒的生产厂家接到相关举
报后，向警方报案。 9月 26日，彭
氏四姐妹和段某在制假窝点制作
假酒时， 被大冶市公安局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当场抓
获。 警方现场扣押了大量已经制
成的毛铺苦荞酒、茅台、五粮液、
白云边、 洋河系列等各类品牌假
酒，缴获了四台专业的制假设备。
经鉴定， 犯罪嫌疑人彭某等 5人
涉案侵权产品价值 70余万元。近
日， 大冶市检察院对彭某等 5人
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批捕。

男子“被精神病”
奔走十年终“摘帽”

2008年 12月 7日晚， 万友
生被他人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
院。第二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强烈
要求下离开医院。 医院在出院小
结中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
症”，而万友生自认无病。 与医院
多次交涉无果后， 万友生一纸诉
状将其告上法院。案件历经一审、
重审、二审后，南昌中院认定江西
省精神病院在收治万友生住院时
不符合规范， 但未提及对精神分
裂症的诊断是否合规。 万友生不
服判决提出申诉。 2018年 8月 2
日，江西高院提审后作出判决：在
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亦未
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江西省
精神病院出院小结中诊断其患有
精神分裂症“明显缺乏依据，不符
合诊疗规范”，判决该院赔偿万友
生精神损害抚慰金 38000 元，并
向其作出书面道歉。

10月 31日晚， 由亚洲台球
联合会倡议举办， 中国台球协
会、山东省体育局主办，济南迈
麦体育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2018ACBS亚洲斯诺克巡回赛济
南站比赛在天桥区鑫福盛祥云
酒店闭幕。

比赛历时 4天，分为两个阶

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
赛， 参赛的 24名选手每 3人一
组，分为 8 组，每组取 2 名优胜
者； 第二阶段为单败淘汰赛，最
终决出冠亚季军。

经过 39场激烈鏖战， 来自
印度选手庞卡·阿德瓦尼摘得桂
冠， 中国的选手居热提获得亚

军， 中国选手黄中和巴基斯坦选
手默罕默德·比莱获得季军。

据了解， 亚巡赛是今年亚台
联新创立的赛事，共设三站。今年
9月，首站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来
自巴基斯坦的默罕默德·比莱成
为这项赛事产生的第一位冠军选
手。在卡塔尔和中国相继举办后，
第三站将移师印度举行。

（新晨报记者 荆超）

11月 3日上午,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
竞赛总决赛(精创教育杯)暨高峰
论坛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拉开
序幕。 本次大赛由中国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会大学生知识技能竞
赛理事会主办、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承办、浙江精创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协办。 总决赛由 7个本科组
大区赛、2 个高职组大区赛中晋
级的 81支队伍参加。 本次大赛
分为本科组和高职组。 本科组竞
赛由软件模拟对抗和技能展示
两部分组成；高职组竞赛为软件
模拟对抗。 大赛通过人力资源管
理智能仿真平台为学生提供一

个模拟实践的情景, 全新的学习
与实践训练方式, 能有效提升实
践教学水平及学生的专业技能。
大赛同期举办了“全国高校人力
资源管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高
峰论坛”， 邀请高校和信息技术
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
告,共同探讨产学研结合,探索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教学新思路。
（新晨报记者 荆超 通讯员
赵健）

11月 3日， 音乐大师课·少
儿经典歌曲大赛———山航杯·济
南分赛区大赛在经四路万达广
场盛大开启，该项比赛由济南天
罡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山
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将以济南赛区为主赛场，辐射周
边淄博、青岛、临沂、枣庄等 17
地市进行初赛，为广大少年的歌

唱梦想助力。
据了解，《音乐大师课·少儿

经典歌曲大赛》是国内首档音乐
教育公益节目———《音乐大师
课》官方授权举办的全国少儿艺
术活动，大赛以“传承经典、感悟
人生”为理念，关注中国少年儿
童综合素质培养， 为 6-16岁少
年儿童搭建一个展现自我、传承

经典的舞台。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的

优秀选手将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
的荣誉证书，全省比赛的前三名
将获得荣誉奖杯。 另外，全国总
决赛前 100名选手， 将有机会参
加《音乐大师课》电影的拍摄，获
得《音乐大师课》演唱会、音乐电
视剧等的选拔资格，还将有机会
登上 2019《音乐大师课》少儿春
晚的舞台。

（新晨报记者 荆超）

2018ACBS亚巡赛济南站落幕
印度选手斩获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