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一项研究显
示，驾驶员睡眠不足发
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较
高，严重缺觉驾驶撞车
风险至少相当于酒后驾
车。

美国华盛顿一个名
为“交通安全AAA基金
会”的机构分析2005年
至2007年间6800多起交

通事故数据后得出上述
结论。路透社8日援引研
究领头人布赖恩·特夫
特的话报道，希望研究
能够“量化”驾驶员缺觉
对“撞车风险”的影响。

研究显示，若驾驶
员24小时内睡眠时间不
足7小时，成为撞车事故
责任方的风险较高。驾

驶员睡眠时间不足4小
时“撞车风险”最高，相
当 于 血 液 酒 精 浓 度
（BAC）为0.12%的酒驾
司机。根据美国相关法
规，血液酒精浓度为
0.08%或更高时开车为
非法行为，低于日本和
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酒驾
标准。 （袁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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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原支
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474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4150821
机构住所：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

镇虹亚新城A2-01层、三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何静
邮政编码：015100
联系电话：1513495305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12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地址变更）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6日
许可证编号：0165467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27150700
机构住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向华

办中央大街57号二层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30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中心支公司（地址变更）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0日
许可证编号：016546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27150600
机构住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路

西侧创业大厦A座7层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30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

头青山区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468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150204
机构住所：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

号正翔国际广场10-S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贾美红
邮政编码：014030
联系电话：0472-3143266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
务。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支公司（地
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46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152923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天赋风情街15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袁学峰
邮政编码：735400
联系电话：13948055111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02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赤峰宁城支公司（许可证遗失）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31日

许可证编号：0163841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27150429
机构住所：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长青

路北段西侧林路东（正基广场）1#楼2层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巴尔
虎右旗支公司（许可证遗失）

许可证编号：0095404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5150727
机构住所：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

阿拉坦额莫勒镇三街道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

司（开业公告）
许可证编号：016547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26150400
机构住所：赤峰市松山区临潢大街天

王商务综合楼A座3层306室、307室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郭玉东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13日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9日
邮政编码：024000
联系电话：0476-588730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巴林右旗支公司（开业公告）
许可证编号：0164993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4150423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

右旗大板镇一区查干沐沦街西段南侧汽
车站东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臧小明
邮政编码：025150
联系电话：18747662266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月11日

内蒙古保险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新华社消息 在交
通信号灯变色前一秒踩
下刹车，以及在一首节
奏鲜明的乐曲第一个音
符飘出前就开始打节
拍，这两种动作分别涉
及大脑中两套不同预知
并把握时机系统。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在最新一期《国家
科学院学报》月刊上报
告这一发现。

研究人员请帕金森
病患者和小脑退化患者
参与实验。患者在屏幕
上看到相继闪现的红
色、白色和绿色方块，需
要在绿色方块出现时按
下按钮。研究人员告诉

患者，白色方块闪过后，
绿色方块就会出现。

在第一个实验中，
不同色块以固定节奏闪
现，小脑退化患者表现
优于帕金森病患者；在
第二个实验中，不同色
块闪现的间隔长短不
一，帕金森病患者表现
较优。

研究人员因而得出
结论，根据节奏预知并
把握时机与基底核有
关，而很大程度上依靠
对先前经验的记忆预知
并把握时机与小脑有
关。基底核与小脑都关
联运动和认知，前者病
变可引起帕金森病。先

前理论认为，不同的把
握时机由同一套大脑系
统控制。

参与研究的神经学
家理查德·伊夫里说：

“我们证明小脑退化患
者利用非节奏性临时线
索的功能受损，而基底
核退化的帕金森病患者
利用节奏性线索功能受
损。”

神经学家阿萨夫·
布热斯卡说：“我们的研
究表明，把握时机不是
一套统一的进程，我们
有两套不同的做出短暂
预知的方式，依赖的是
脑部不同部分。”

（欧 飒）

新华社消息 英国癌
症研究会21日发布的一项
研究或许能给癌症治疗带
来新希望，这项动物实验
显示无论是单独服用甘露
糖还是将这种单糖结合化
疗药物服用，都有助减缓
小鼠的肿瘤生长。

与健康细胞相比，癌
细胞会吸收更多的葡萄糖，
虽然限制葡萄糖量可以减
缓肿瘤生长，但正常身体组
织也需要葡萄糖，所以不可
能将葡萄糖从身体彻底移

除。英国癌症研究会比特森
研究所学者在研究不同类
型的糖对肿瘤生长的影响
时发现，甘露糖能阻碍癌细
胞分解葡萄糖，从而有效减
缓癌细胞的生长。相关结果
已刊登在新一期英国《自
然》杂志上。

甘露糖是一种广泛存
在于蔓越莓等浆果和其他
一些植物中的糖。在实验
中，研究团队通过口服（一
周３次）和饮水（持续性地）
让患胰腺癌、肺癌和皮肤癌
的小鼠服用甘露糖。结果显
示，这种疗法耐受良好，而

且无论单独施用还是结合
化疗药物施用，都能观察到
肿瘤生长减缓。

下一步，研究人员计
划继续研究该疗法是否能
在患其他类型癌症的小鼠
身上取得同样效果。同时，
这一疗法是否适用于人类
也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人员说，这还只是
早期研究，但希望其中的成
果能帮助人们把甘露糖开发
成辅助药物，未来可提供给
接受化疗的癌症病患，提升
疗效的同时也不会带来有损
健康的副作用。 （张家伟）

新华社消息 一个国
际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杂
志发表报告说，他们对此前
获取的大量天文数据分析后
认为，一颗质量至少是地球
3.2倍的寒冷行星可能正在绕
一颗红矮星运行。这颗红矮
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孤立恒
星，距太阳系仅6光年。

“超级地球”通常指质
量大于地球但低于海王
星、天王星等太阳系内冰
巨星的行星。

西班牙空间科学研究
所、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
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深

入观测了红矮星巴纳德星，
并结合过去20年里记录下来
的这颗红矮星的径向速度
等数据展开了综合分析。

团队发现，巴纳德星每
隔233天的数据中就会出现
一个低振幅信号，这可能意
味着这颗红矮星周边存在
一个“超级地球”。它可能处
在离红矮星比较远的区域
中，表面温度估计在零下
150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
这颗行星是一个冰冻世界，
对地球生命并不友好。

但团队也表示，如果这
颗行星上存在大气层，温度

或许会更高，环境也就没那
么严酷。报告作者之一、伦
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安
格拉达·埃斯屈德说，这颗
红矮星对天文学家来说是
一个“出了名的难探索”的
目标，它属于此前第一批被
声称在其周边发现行星的
恒星，但随后的研究证实这
些发现并不成立，“希望这
一次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研究人员目前正通过
大型天文设备来尝试直接
观测到这颗“超级地球”，相
关结果有望拓展科学家对
这类行星的认知。（张家伟）

新华社消息 一个国
际天文研究团队最新发
现，距离地球约8000光年
的一颗恒星可能产生伽马
射线暴，这是首次在银河
系中发现可能产生伽马射
线暴的恒星。幸运的是，它

潜在的伽马射线暴方向并
不对准地球。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
国《自然·天文学》杂志上
报告说，在矩尺座中发现
了一个双星系统，其中一

颗恒星已接近演化末期，
将出现超新星爆发，而由
于双星系统还在快速旋
转，这颗恒星有可能进一
步出现伽马射线暴。

超新星爆发是某些恒
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

的一种剧烈爆炸，这个过程
中突发的电磁辐射常能照
亮整个星系。而伽马射线暴
源于更为剧烈的爆炸，一般
认为被伽马射线暴扫过的
星球上的生命会消失。

由于这个双星系统处

于剧烈活动中，天文学家
用埃及神话中的混沌之神

“阿佩普”为其命名。幸运
的是，天文学家认为“阿佩
普”中的恒星如果出现伽
马射线暴，其方向并不对
准地球。

悉尼大学教授彼得·
塔特希尔说，现在还无法
确定“阿佩普”的最终命
运，如果其转速大幅下降，
其中恒星也可能只产生超
新星爆发，而不会出现伽
马射线暴。

红矮星周围可能存在“超级地球”

甘露糖有助减缓肿瘤生长

人脑有两套预知系统

睡眠不足驾驶危险如酒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