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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缴2019年
柴油机动车辆

通行附加费的通告
凡是参与办理年度统缴的车主，根据需要可自行选

择全年、半年、季度一次性优惠方式缴费。
选择全年一次性统缴可以享受应征费额80%计征，

选择半年一次性统缴可以享受应征费额85%计征，选择
季度一次性统缴可以享受应征费额90%计征。

受理时间从2018年 12月 26日起到2019年 1月 31
日止。

欢迎广大车主踊跃参与统缴。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儋州分局
2018年12月24日

本栏目由儋州市就业局特约刊登

就业就业民生之本
和谐之源

就业指导知识问题

地中海贫血的实验室诊断

儋州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宣

优生专栏 YOUSHENG
ZHUANLAN

（接上期）综合其缺失基因型检测结果
（--SEA/aa)，受检者a-地中海贫血基
因型为（--SEA/aWSa)，诊断结果为（--
SEA/）复合Hb Westmead的Hb H
病”。

【质量控制及管理规范】
（1）Hb Westmead 点突变杂

合子样品，2个反应管的扩增产物电
泳条带亮度相近。AS-PCR的反应
体系中，正常基因型上游引物与突
变基因型上游引物的序列高度相似
性，反应管2有出现微弱假阳性扩增
产物的现象，此时对照反应管1电泳
结果有强阳性扩增带，提示被检样
品无HbWestmead点突变，此时应
减少模板量重新检测确认。

（2）相关质量控制及管理要求，
参见本章第四节实验室诊断的质量
控制相关内容。

(五)a2-和al-珠蛋白基因序列
分析

【技术原理】根据地中海贫血诊
断的一般原则与基本流程，对于有
a-地中海贫血表型阳性的样品，在
首先排除本地区常见的a.基因缺失
突变类型（--SEA/、a3.7/、-a4.2/、--
THAI/和--FIL/)后，再检测本地区常见
的几种点突变（aCSa/、aQSa和 aWSa)。
如果仍未检测到a-珠蛋白基因突
变，则提示此被检样品为罕见基因
突变类型，或尚未发现的基因突变
新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考虑
对a-珠蛋白基因进行测序分析，以
期发现造成非缺失型a-地中海贫血
的点突变。

DNA测序主要有Sanger双脱
氧链终止法和Maxam-Gilbern化
学降解法，目前用于临床遗传学诊

断的技术主要是Sanger双脱氧链
终止法。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在基
于PCR反应制备的目的序列为模
板，利用双脱氧核苷三磷酸(ddNTP）
通过DNA复制的原理产生一系列
长度只差1个碱基连续排列的片段。

在反应体系中包括DNA聚合
酶，单链DNA模板、带有3'-OH末
端的单链寡核苷酸引物和 4 种
dNTP （dATP、dGTP，dTTP 和
dCTP)，并选择性加入一种荧光标记
的 双 脱 氧 核 苷 三 磷 酸 (ddNTP)。
ddNTP脱氧核糖的3'位置缺少1个
羟基，故不能同后续的dNTP形成磷
酸二酯键，起到终止反应延伸的作
用。测序反应以模板作指导，聚合
酶不断地将dNTP加到引物的3'-
OH末端，使引物延伸，合成出新的
互补DNA链。如当ddCTP，dCTP

和3种其他的dNTP的情况下，将引
物、模板和DNA聚合酶一起反应，
即可形成一种全部具有相同的5'-
引物端和以ddC残基为3'端结尾的
一系列长短不一片段的混合物。以
类似的原理，在ddATP、ddGTP和
ddTTP存在的条件下，可同时获得
分别以ddA、ddG和ddT残基为3'
端结尾的三组长短不一的片段。将
制得的四组混合物平行上样在高分
辨毛细管电泳分离胶上，每组制品
中的各个组分将按其链长的不同得
到分离，制得相应的荧光显示图谐，

（未完待续）

遗失声明

体育新闻 综合

问：我是2017届高校毕业生，请
问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档案回到海南才
能报到？或者只有报到以后档案才能
回海南？

答：不是，办理报到手续和档案的
去向并无必然联系。

报到证抬头开来儋州市就业局
的，从报到证落款时间开始算，两年之
内的任何工作日都可以到我局报到。

毕业后档案的投递多数是由学校根据
学生意愿毕业前发送，部分学校在学
生毕业后几个月内发送，具体要咨询
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

咨询电话：23391459

兹有陈雪霞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460003198001096624，特此声明。
兹有羊智群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460029197704123456，特此声明。
兹有张平（身份证号：532628199105020557）不慎遗失金鹿牌农用

拖拉机行驶证和登记证书，车牌号：琼D011548，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儋州市那大恒心宾馆（法定负责人：孟建红）遗失海南地方税

务局通用定额有奖发票（三联贰拾元），代码：246001540974，号码:
25725901—25726400（10本）。税字号：43062119701119053XD1。
特此声明。

聚焦亚洲杯

亚洲杯赛果
（截止1月9日00:00）

1月9日
19:00 日本VS土库曼斯坦
21:30 乌孜别克VS阿曼

1月10日
00:00 卡塔尔VS黎巴嫩
19:00 巴林VS泰国
21:30 约旦VS叙利亚

亚洲杯赛事预告

1月8日21点30分，2019亚洲
杯D组一场比赛，西亚劲旅伊拉克迎
战越南。上半场法伊兹送乌龙，阿
里扳平比分，阮公凤二点补射破门；
下半场塔里克替补破门，阿德南89
分钟任意球绝杀，最终伊拉克3：2战
胜越南拿到小组赛首胜。

为了备战亚洲杯赛事，伊拉克
队请来了斯洛文尼亚名宿卡塔尼
奇，卡塔尼奇曾率领斯洛文尼亚取
得不俗成绩。伊拉克近10场比赛3
胜5平2负，进12球，失12球。在0：
4不敌阿根廷后，伊拉克此后的4场
热身赛2胜2平保持不败，其中就包
括2：1击败国足的比赛，状态明显有
所回升。韩国籍主帅朴桓绪为越南
队定下了“小快灵”的基调，而在他
的调教下，越南队近年来的进步明
显。在东南亚锦标赛决赛中，越南
两回合3：2战胜马来西亚，时隔10
年再次问鼎冠军。有着“越南梅西”
之称的阮光海和有着“越南C罗”之
称的潘文德是队中的绝对核心。

上半场比赛，第1分钟，阿德南
左路得球被阮仲黄扫倒，阮仲黄吃

到了一张黄牌。第19分钟，拉希德
上抢踢翻了阮光海，吃到了黄牌。

第25分钟，越南队打破僵局，阮
光海禁区外围直塞禁区，阮公凤插
上准备拼抢，法伊兹先到一步将球
碰向球门，哈桑出击扑救不及，皮球
滚进球门，越南队1：0伊拉克队。

第35分钟，伊拉克扳平比分，阿
里禁区外围抢断杜维孟得手，禁区
弧顶摆脱防守抽射打进，伊拉克1：1
越南。

第43分钟，越南队右路快速反
击，阮仲黄内切禁区中路推射被哈
桑扑出，易卜拉欣解围时，阮公凤将
球挡进球门。上半场比赛，越南2：1
伊拉克。

易边再战，第61分钟，伊拉克左
路起球传中，中路阿里近距离头球
被邓文林扑出，阿里自己的补射再
被阻挡，跟进的塔里克抽射上角得
手，伊拉克2：2越南。

第89分钟，伊拉克获得禁区前
定位球，阿德南任意球直接攻门，皮
球越过人墙坠入球网。最终全场比
赛结束，伊拉克3：2战胜越南。（搜狐）

终场前阿德南献绝杀

伊拉克3:2艰难逆转越南

1 月 7 日晚，中国国家男足在
2019 亚洲杯小组赛首场比赛中 2:1
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队。逆转奏凯的
结果是积极的，但国足上下半场的
迥异表现必须加以总结，尤其是上
半场的防守效果，经历了中超历练
的国脚们，面对首次打入亚洲杯正
赛的吉尔吉斯斯坦队居然也显得颇
为被动。

稍加回顾就能形成这样的总
结：吉尔吉斯斯坦队在上半场制造
出了相当数量的有效进攻，并且威
胁性还形成了随比赛深入而逐步提
升的轨迹，中国队的失球并不是偶
然的。

吉尔吉斯斯坦队确实不是鱼
腩，此前其他小组赛所出现的战果
更表明进入亚洲杯正赛的球队什么
事儿都能干出来，但这并不足以成
为中国队防守表现的借口，吉尔吉
斯斯坦队可是首次打入亚洲杯正
赛，其阵中的归化球员并不算突出，
其效力欧洲联赛的球员多是身处低
级别联赛，如果卢克斯的级别较之
德国地区联赛要更高，那么他在上
半场所觅得的数次良机中显然很有

可能转化出入球的，这是很明显的
事实。

中超水准不断提升，高水准外
援领衔下各队的进攻实力都在不断
提升，与之相对各队主要由本土球
员组合的防线理应得到充分锻炼；
此前国足形成了较为系统地为亚洲
杯备战的阶段，集结备战超过 40
天；事实上里皮选用五后卫体系也
明显是因其格外牵挂防守，可各种
理论利好与细心准备下的国足，面
对并非强队的吉尔吉斯斯坦还是打
出了梦魇式的半场防守。

有很值得认真体会的细节：吉
尔吉斯斯坦队在上半场多次利用快
速长传在右路打穿国足防线，一脚
传球就打到刘洋身后的场景多次出
现，这能怪五后卫体系么？刘洋基
本已回撤，五后卫阵型基本成型，理
应体现出压缩对手拿球空间的效
果，但还是不断地被“一击即破”，如
果五人防线还是不断被对手撕扯出
空间，那么四人防线岂不就会被对
手找到更多空档？

相比于阵型不适的影响，造成
国足防守端问题的还有其他因素，

不可回避的因素：首先是中国足坛
现阶段缺乏突出个人能力的防守球
员，能在大赛中协力体现出顶梁柱
效果的球员不多，本届赛事因左路
严重减员（李学鹏、于海均受伤），影
响还在进一步放大，下半场表现提
升的刘洋明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可以说他的经验存在欠缺。

中超各队的防守还普遍停留在
靠密集回撤、压缩空间来对峙对手
进攻的阶段，有绝对能力的防守强
点很有限，有套路的整体防守也明
显欠缺，一旦防守中无法形成密集，
一旦防线压缩空间效果不佳、后卫
线身前缺乏防守屏障，往往就会放
大险情系数。

就以对吉尔吉斯斯坦这场比赛
来说，池忠国体现出了积极跑动、强
硬防守的特点，但在他一人负责中
场大面积扫荡的时段中，国足后防
线身前就是感觉“人手不够”；也比
如吴曦，在整体发挥不佳的上半场
吴曦已体现出了前插特点（下半场
更为出色），决不能说他没有体现出
作用，但在其没有在后防线身前放
大“人手够用”的效果时，中后场防

守就显得空档不断。
个人能力与整体防守协作素养

的相对欠缺，反过来又进一步放大
了中国队的“短板”：防不住对手的
快速冲击。对吉尔吉斯斯坦队的上
半场，不管是对手右路直接打国足
身后的套路，还是左路的小范围配
合，均突出着快速与突然性，这是其
制造威胁的根本。对于中国队来
说，身体灵活性（比如转身速度）以
及防守中的预判与反应力就均呈现
出不足。进入下半场后，吉尔吉斯
斯坦队攻势变缓，中国队防守效果
明显提升，这是很生动的对比。

上述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快速解决的，中国队此战的失球充
分表明：亚洲杯前最后备战阶段，国
足5场比赛有4场失球（共失8球），
是对客观问题的客观呈现。接下来
对阵菲律宾，又是一场国足以顺利
拿分为目标的比赛，谋求防守的快
速改善难度很大，国足必须从主帅
用人布阵、球员尽可能调动积极性
等多方面去进行弥补，必须在多个
方面尽可能地压缩犯错概率，从而
形成提升防守的效果。 （新浪）

赢球别忘防线被爆的梦魇
国足顽疾随时致命

阿联酋1:1巴林
澳大利亚0:1约旦
泰国1:4印度
叙利亚0:0巴勒斯坦
中国2:1吉尔吉斯斯坦
韩国1:0菲律宾
伊朗5:0也门
伊拉克3：2越南

1月8日，2019赛季澳网公开赛展开女单资格
赛首轮比赛的争夺。中国球员徐诗霖2：1击败塞
浦路斯选手塞班。中国队王曦雨直落两盘以2:0
击败美国华裔选手刘婧文，两人取得开门红。当天
的其他比赛中，逯佳境、韩馨蕴和荀芳颖三位中国
金花输球遗憾止步资格赛首轮。 （搜狐）

澳网女单资格赛首轮

徐诗霖王曦雨迎开门红
逯佳境等 3 金花出局

世界主流的联赛以及重大的世
界大赛都已经采用了VAR技术，而
亚足联决定，在本届亚洲杯的1/4决
赛之后才使用VAR技术。这样半
届“公平”的比赛，也让很多球队在
比赛初期成为牺牲品。 （新浪）

没有 VAR

亚洲杯难逃冤案

1月8日，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第30
轮，卫冕冠军辽宁男篮坐镇主场迎战八一男篮，
郭艾伦因身体不适休战，李晓旭迎来CBA职业
生涯第500场里程碑。最终，辽宁男篮主场以96
比94险胜八一男篮，豪取19连胜，刷新队史连胜
纪录。

在其他比赛中，青岛主场128:123天津，辽宁
96:94八一，广厦客场125:77狂胜北控。（新浪）

1月8日，2018-19赛季NBA常规赛继续进
行，休斯顿火箭坐镇主场迎战丹佛掘金。全场打
完，火箭125:113击败掘金。

此役，哈登得到32分，而且，哈登还迈过了生
涯17000分里程碑。 （新浪）

王曦雨在比赛中

巴斯远投出手

CBA 常规赛第 30 轮

辽宁刷新连胜纪录

NBA 常规赛

火箭“射落”掘金

伊
拉
克
险
胜
越
南

哈登持球遭封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