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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已从湖北等地
调212名检测人员支援北京

山财大设拔尖人才实验班
今秋从新生中二次选拔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

发言人高小俊6月21日在发布会
上介绍，为加强北京核酸检测的
力量，实现在更多人群开展核酸
检测的目标，国家卫健委近期从湖
北、辽宁等地抽调了实验室检测人
员，组成了10支检测队伍，共计212
名检测人员携带必要设备，支援央
属、市属等10家医院开展核酸检测
工作，提升核酸检测能力。预计人
员和设备全部到位后，每天可为北
京市提供约3万个样本的核酸检
测能力。10支检测队伍将于近日
陆续抵京开展工作。 中新

山东财经大学日前印发《山
东财经大学拔尖人才实验班管理
办法（试行）》，确立拔尖人才实验
班制度，将实行小班化教学，设置
淘汰机制，每名学生配备两名导
师，所有课程考试都不能补考。今
秋将面向大一新生进行二次选
拔，设立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基础
人才实验班。 大众日报客户端

海关总署暂停美国泰森公司
P5842的禽肉产品输华

自6月21日起暂停美国泰森
(Tyson)公司注册号为P5842的
禽肉屠宰企业产品输华。美国泰
森(Tyson)公司证实，该公司注册
号为P5842的禽肉屠宰企业近日
发生员工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
海关总署已更新《符合评估要求
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
单》，暂停来自该企业的产品进
口。对于已到港或即将到港的来
自上述企业的产品，海关部门全
部予以暂扣。 央视新闻

较低风险理财也亏本
稳赚不赔或成回忆

近期，部分银行、理财子公司
发行的净值型理财产品最近一个
月年化收益率罕见地跌为负数。
与此同时，有客户针对购买低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暴跌或亏损问题提
起了投诉。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
因为受到债市调整影响，也与理财
产品估值方法调整有关，且短期
账面负收益并不代表实际负收
益，投资者应理性对待。经济日报

6月1日至18日网联平台
网络支付交易16.91万亿元

记者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获
悉：6月1日至18日，网联平台处理
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261 . 78亿笔、金额达16 . 91万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52%和42%。其
中，6月1日的单日交易处理规模
达15 . 99亿笔，创历史新高。其
中，6月1日至18日，医药保健、美
妆护肤等消费品类的电商交易量
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47%、92%，
交易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97%、202%。 人民日报

两男童在车内身亡
警方：车内高温致死

广州花都警方6月21日通报
称，6月20日，花都警方接群众陈
某(男，55岁，花都区人)报警称：
发现有2名男童在其车内，怀疑已
死亡。经法医初步鉴定，2名男童
体表均无外伤，结合现场勘验情
况，分析为2名男童自行进入未锁
车门的车内活动，过程中，触碰车
内中控门锁按钮导致车门锁死，
因年龄太小(一名5岁、另一名4
岁)不懂脱困，长时间处于高温闷
热环境导致脱水性休克死亡，初
步排除他杀嫌疑。目前，该起事件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新

向全球抗疫医护人员致敬
美火星车将携纪念牌发射

据外媒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将
于7月20日发射。17日，美国宇航
局展示了一块纪念牌，它将随“毅
力号”飞向火星，以此向全世界抗
击新冠病毒的所有医护人员致
敬。这块有黑白两色的铝牌长约
13厘米、宽约8厘米。在纪念牌上，
地球在一根蛇杖的顶端，象征着
医学界。 中新

未来5天南方十余省市
迎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
示，21日至25日贵州至长江中下
游一带将遇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
过程，此轮强降雨过程的持续时
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
致灾风险高。专家提醒，未来5天
强降雨聚集在重庆、贵州、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广西
等地，需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引
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
害、城乡积涝。 人民网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
发生枪击致1死11伤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
斯市警察局2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
上说，当地一个商业区当天发生
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1人受
伤。警察局说，死者为成年男性，
受伤的11人没有生命危险。

该商业区位于明尼阿波利斯
市西南部，那里有不少酒吧和餐
厅等。今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
斯市白人警察在拘捕非洲裔男子
弗洛伊德时用膝盖长时间压迫其
颈部，弗洛伊德随后死亡。这起事
件在全美和许多国家引发大规模
抗议浪潮。 新华

非洲新冠确诊病例超28万
信息交流平台将启动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日
数据显示，非洲报告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287385例，累计死亡7708
例，累计治愈132959例。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20日表示，该组织
将联合非洲疾控中心启动非洲信
息交流平台，以更好地防控新冠
疫情。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日
表示，这个非洲信息交流平台基
于手机移动端，将为非洲大陆超
过6亿用户提供最新的公共卫生
和经济发展建议，并为国家和地
区的疫情防控医疗组提供服务。

新华

沙特将解除全国范围宵禁
恢复经济和商业活动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20日宣
布，将于21日在全国范围内完全
解除宵禁。沙特内政部当天发表
声明说，自21日6时起，沙特全国
所有地区和城市将完全解除宵
禁，并恢复经济和商业活动。声明
说，沙特将继续暂停国际航班，陆
路、海路边境口岸将继续关闭。与
此同时，民众外出仍须保持社交
距离、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同时
禁止举行50人以上的聚会。

新华

海口严禁商品住宅用地
与其他项目用地捆绑供应

海口市近日出台规定，进一
步规范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提
出严禁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
项目用地捆绑或搭配供应。根据
规定，海口市要求规范土地市场，
严格不动产登记管理。严禁将商
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用地
捆绑或搭配供应，严禁以项目招
拍挂、协议出让代替土地招拍挂
实施土地供应。对混合用地，应明
确各类用途比例，按主导用途对
应的用地性质确定供地方式，实
行整体供应。

新华

胜利油田海上油田
首次开采出透明凝析油

记者从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获
悉，近日，胜利油田海上油田首次
开采出无色、清澈、透明的凝析
油。科研人员介绍，化验显示油样
含水为零，这种高纯度凝析油较
为罕见。凝析油是从凝析气田或
油田伴生天然气凝析出的液相组
分，又称天然汽油，通常呈黄褐
色。凝析油在地下以气相存在，采
出到地面后则呈液态，可直接用
作燃料，同时也是炼化工业的优
质原料。 新华

山东

香港18岁以上永久居民
每人派发1万港元开始登记

香港特区政府向合资格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发放现金1万港元
的计划21日起接受登记。不少市
民当日前往银行和邮局递交表
格，市民也可以选择办理电子登
记，最快7月8日可收到钱款。据了
解，参与现金发放计划的21家银
行当日上午7时开始接受电子登
记，全港约1000家银行分行和约
120家邮政局当日上午9时至下午
5时开放，方便市民递交书面表
格。申领款项的登记时间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新华

快递小哥、家政服务人员、环
卫工人等，这些为城市提供了基
础性服务的务工人员，住房难问
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房管局19日透露：今年下
半年，上海将启动试点公租房拆
套使用和宿舍型房源的筹集。在
符合相关规范的前提下，切实增
加“一间房”，尤其是“一张床”的
租赁供给。 央视新闻

上海试点公租房拆套供应
为务工者提供“一张床”

财经

印度确诊病例突破40万
新德里疫情恶化

印度卫生部2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当天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15413例，累计确诊病
例达410461例，累计死亡13254
例，227756例治愈。印度累计确诊
病例数在6月3日突破20万，半个
多月时间里确诊病例总数翻了一
番。其中，泰米尔纳德邦和首都新
德里病例数增长迅速。 新华

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7月1日起施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
办公厅日前印发《军队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自2020年7月
1日起施行。《规定》坚持审计监督
无禁区、无盲区、无例外，明确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担任领导职务、负有
经济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纳
入审计对象范围，一年内离任或者
离任不满一年的军级以上领导干
部应当安排审计。 新华

推动设立外地进京
蔬菜水果运输中转调运站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北京
市、河北省指导在高碑店新发地
农副产品物流园、北京市平谷区
马坊物流基地、廊坊市万庄服务
区建立外地进京蔬果类生活物资
运输中转调运站，全天候24小时
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
内蒙古、天津等地进京的蔬菜水
果提供中转调运服务。

人民网

“夏至三庚数头伏”
今年三伏长40天

6月21日，迎来夏至。“夏至三
庚数头伏”。天文专家表示，今年
入头伏时间是7月16日，三伏长达
40天。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所
谓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总
称。三伏的日期是按节气的日期
和干支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来说，7月16日
至7月25日为初伏，7月26日至8月
14日为中伏，8月15日至8月24日
为末伏。 新华

据欧联网援引西班牙欧联通
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9日，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
事会主席米歇尔，分别通过社交
媒体平台，向西班牙政府和民众
就抗疫援助不力表示歉意，并宣
布将出席7月16日在西班牙举行
的国家悼念仪式，以纪念新冠疫
情逝者。 中新

欧盟领导人就援助不力致歉
称将出席西班牙悼念仪式

科技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止
羟氯喹治疗新冠临床试验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0日宣
布，停止使用抗疟疾药物羟氯喹
治疗新冠住院患者的临床试验，
原因是该药不能给患者带来益
处。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
中说，这项试验的数据和安全监
控委员会19日经过讨论确定，这
种药物不会给患者带来损害，但
对于治疗新冠住院患者没有显著
效果。 新华

航天

国际空间站空气中
有毒物质浓度增加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在发
现国际空间站空气中的苯浓度增
加后，俄罗斯舱和美国舱的空气
再次被分隔，正在俄罗斯舱内再
度使用仪器寻找有毒苯的来源。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5月表
示，国际空间站的空气中的有毒
苯浓度增加，但不超过最高容许
浓度，对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没有
威胁。

中新

社会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土
耳其西南部一名男子在餐厅用餐
后，认为330里拉(约合人民币340
元)的餐费太贵而拒付。在与餐厅
争执后，他夺门而出，跳进爱琴
海，朝岸外的希腊小岛游了3公里
后，被海巡队逮回。从视频画面中
可以看到，海巡艇靠近海中的男
子，男子随后被带上海巡艇，送到
岸边。 中新

嫌太贵拒付钱
男子跳入爱琴海“逃单”

万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
伟、苑震生等人日前在光晶格中
首次实现1250对原子高保真度纠
缠态的同步制备。这是超冷原子
量子计算和模拟研究中的一项重
要进展，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
学》19日在线发布了该成果。记者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基于
上述进展，研究团队下一步将通
过连接多对纠缠原子，制备几十
个到上百个原子比特的纠缠态，
以进一步开展量子计算和模拟研
究。 新华

我国在超冷原子量子计算
以及模拟研究中取得突破

为防止气候变暖令冰川萎
缩，意大利一家企业为境内阿尔
卑斯山部分冰川穿上“防晒衣”。
从2008年开始，每年滑雪季结束、
滑雪场缆车停运后，卡罗塞洛-
托纳莱公司就会派工人用白色苫
布覆盖大片山坡，阻挡阳光照射
积雪。这家公司从2008年开始这
个项目，覆盖面积从最初的3万平
方米增加到10万平方米。铺设这
些苫布需要6周时间，到9月份新
的滑雪季来临之际还要花同样长
时间移走它们。

新华

冰川穿上“防晒衣”
覆盖面积达10万平方米

6月21日，华储网发布关于
做好2020年6月23日中央储备
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有关事项
的通知，出库投放竞价交易2万
吨进口冻猪肉，交易时间为6月
23日13:00至16:00。华储网称，
质量符合中国进口冻猪肉相关
标准，经国家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检疫合格。 中新

2万吨进口冻猪肉将投放
交易时间为6月23日

英国《自然》杂志17日发表的
两项古生物学研究，为软壳蛋演
化提供了确凿证据。其中一项研
究认为，最初的恐龙所产的蛋可
能是软壳蛋，这与一般的流行观
点——— 恐龙产的是硬壳蛋相左；
另一项研究描述了一个来自南极
的大号软壳蛋，这也是迄今在南
极洲发现的第一个化石蛋，距今
大约6600万年。

科技日报

南极洲发现恐龙蛋化石
距今6600万年

乌克兰首都一居民楼
爆炸致2人死亡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1日
说，首都基辅市一栋10层居民楼
当天上午发生爆炸，部分楼层严
重损毁，已造成2人死亡。乌国家
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说，另
有3名受困人员被救出，21名居民
被紧急疏散。乌克兰内务部网站
发布消息称，420多名救援人员和
警察以及60多台救援车辆正在现
场开展救援和清理工作。 新华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