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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以奖代补”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
印发《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的通知》，部署开展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采
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围示范
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给
予奖励。 人民

LPR连续5个月未调整
短期房贷利率将低位企稳

21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2020年9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L P R ）为 ：1 年 期 L P R 为
3 . 85%，5年期以上LPR为4 . 65%。
以上LPR在下一次发布LPR之前
有效。自今年4月份下调以来，中
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连
续5个月未调整。所以与之挂钩的
房贷利率继续低位企稳。 人民

美国新泽西州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0日，
美国新泽西州一摩托车俱乐部内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
1人受重伤。目前，尚不清楚枪手是
一人还是多人。当地警方称，正对
事件展开调查。 中新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
人数创新高

9月21日是日本的敬老日。日
本总务省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
本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及其在总
人口中占比均创历史新高。截至15
日，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有3617万
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
28.7%，在全球高居榜首。 新华

中国未成年人
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1日共同发布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运用报告(2020)》指出，互联网已
经深度融入未成年人生活学习，首
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未成年人首
次触网10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
的人数比例达到78%，首次触网的
主要年龄段集中在6—10岁。 中新

社会

金融消费者
权利保护再强化

网络安全产业高速增长
今年预计超1700亿

2020年网络安全周20日落下
帷幕。记者获悉，我国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趋势向好，预计今年产业规
模约1702亿元。相关部门将进一步
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
设，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网络
安全头部企业也围绕网络安全产
业园、产业基地竞相布局。 新华

云南瑞丽市召开发布会宣布，
当地将分批错峰复学。为减少学校
人员流动，降低疫情风险，对城区
年龄较小的1至8年级、幼儿园、学
前班学生，计划在国庆收假后10月
9日复学。居家期间，学校将安排网
上教学，停课不停学。 新华

云南瑞丽
将分批错峰复学

为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制，央行近
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金融机构规范、消费
者金融信息保护及相关法律责任
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办法》于
2020年11月1日起实施。 新华

线下服务业需求持续恢复
“十一”将迎来旅游高峰

在国庆、中秋重合的8天长假
即将到来的节点，文化和旅游部
提高景区接待游客量上限至最大
承载量的75%，在线旅游平台吹
响补贴号角，数百家景区门票打
折甚至免费。旅游业内人士预计，

“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国将迎来
今年以来首个旅游高峰。 新华

央行开展1400亿元逆回购

中国人民银行21日在开展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
期存款操作800亿元的基础上，
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00亿
元逆回购操作。当日有800亿元
逆回购到期。 新华

埃及出土27具精美木棺

据外媒报道，埃及考古工作
者9月初先出土13具木棺，后来又
出土14具，还出土一些小雕像和
其他手工制品。木棺发现地塞加
拉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南30公里
处，在长达2000年内为古代埃及
的墓葬地。 新华

餐饮业实现恢复性增长

最新调查表明，中国餐饮业正
在实现恢复性增长。18日至20日，
2020年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
上，美团在此间发布的数据显示，
以去年同期为基数，截至9月10日，
中国餐饮业消费复苏率为101.0%，
商户复工率达到105.7%。 新华

“超级真菌”威胁
世界上“最毒物种”

9月21日13时40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C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
满成功。海洋二号C卫星是我国
第3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也是
空间基础设施海洋动力探测系
列的第2颗业务星，将与2018年
10月发射的海洋二号B卫星及后
续规划发射的海洋二号D卫星组
网运行，共同构成我国海洋动力
环境监测网。 新华

我国成功发射
海洋二号C卫星

70头鲸搁浅澳大利亚海港

这是9月21日在澳大利亚塔
斯马尼亚岛西海岸麦夸里海港
拍摄的被困在沙洲的鲸群。澳大
利亚政府21日说，约70头鲸在塔
斯马尼亚岛西部海港搁浅，海洋
专家正研究如何救援。 新华

美媒称，一种毁灭性的“超级
真菌”有可能将一种原产于中美洲
巴拿马云雾林中的小型青蛙彻底
消灭，这种青蛙是地球上毒性最强
的动物之一。报道称巴拿马金蛙的
种群已被一种所谓的“壶菌”真菌
所灭，这种真菌导致了一种可怕的
传染病“壶菌病”。这种真菌最初感
染青蛙的皮肤，最终对其重要功能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最后心力衰
竭而死。 新华

2019年中国有机产品标志
21 . 2亿枚、产品总核销量80 . 98
万吨、产品总贸易额678 . 21亿
元，均比上一年增长明显。这是记
者21日从2020年全国“有机产品
认证宣传周”活动上获悉的。新华

我国有机产品标志
超过21亿枚

中医专家指出，在秋分节气
的养生中要注重对肺、脾、肾的养
护。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
节，要注意多做一些养肺的运动，
通过运动提升正气，抵御病邪的
侵袭。秋季可以选择一些融合中
医元素的健身操，可以练习八段
锦、太极拳、正气操等，还可以选
择登山、慢跑、散步、打球等慢运
动，改善人体的循环系统，增加肺
活量，提升正气。 新华

中医支招
秋季科学运动养生

9月22日21时31分将迎来“秋
分”节气，这是一个预示着丰收的
节气。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秋分”
时间是自公元1896年以来最早
的一年。“2020年是‘闰年’，而
庚子鼠年也是‘闰年’，再加上
历年以来的积累，最终导致今
年的‘秋分’来得早一些。”中国天
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史志成说。 新华

今年“秋分”
124年来“最早”

“月季试管花”等
航天育种新成果亮相

在一个不及手掌大的密封玻
璃瓶里，一朵只有拇指盖大小的
微型月季正在呈现自己鲜红的花
瓣。这种试管花在密闭的无菌容
器内，无需浇水，只需适当的光照，
即可生长、开花。在“航天放飞中国
梦”航天科普展暨中国航天成就展

（福州站）上，这样的月季试管花吸
引了不少目光。该展览于18日在福
州开放，是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
的系列科普活动之一。 新华

监管部门紧盯
车险过度“低价竞争”

事关上亿车主切身利益的车
险综合改革19日正式启动，市场
关心的是，监管部门接下来的工
作重点在哪里？如何既保障改革
执行到位又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上海证券报记者获悉，监管部门
不仅将密切监测中国银保信系统
的实时数据，还将重点关注对当
地市场的调研情况。一旦发现公
司、地区出现过度“低价竞争”，监
管部门将出手干预，确保改革平
稳推进。 新华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邮政
快递业助力脱贫攻坚有关情况举
行的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局长
马军胜表示，“快递下乡”工程自
2014年启动以来覆盖率逐年递
增，今年8月底为止已达97 . 7%。
他还介绍，目前，邮政企业累计建
设村级服务站点50余万个，其中
村级“邮乐购”电商服务站点31万
个。 央视

“快递下乡”覆盖率
逐年递增已达97 . 7%

财政部数据显示，8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043亿元，
同比增长5 . 3%，在6月、7月分
别增长3 . 2%、4 . 3%的基础上，
8月收入增幅比上月提高1个百
分点，这也是我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连续三个月实现正增长，
反映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进
一步巩固。 新华

财政收入连续
3个月实现正增长

因新冠疫情关闭六个月后，
印度著名景点泰姬陵21日重新对
游客开放。印度考古局说，泰姬陵
每天限5000名游客入内参观，门
票仅在线销售。游客必须遵守政
府有关防疫规定，如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等。 新华

泰姬陵关闭六个月后
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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