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新闻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彭传刚 组版：刘燕

速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法治 社会 环球

中方制裁在台湾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官员

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
采取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等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鉴
于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已决定对
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
责官员实施制裁。 新华

月球“土特产”怎么用？
《月球样品管理办法》公布

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的约1731
克“土特产”备受关注。1月18日，国
家航天局首次对外发布了《月球样
品管理办法》，月球样品原则上将分
为永久存储、备份永久存储、研究和
公益四种基础用途。 新华

480名公安民警辅警
去年因公牺牲

记者18日从公安部获悉，
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315名
民警、165名辅警因公牺牲，4941
名民警、3886名辅警因公负伤。据
统计，近1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3773名民警因公牺牲，5万余名民
警因公负伤。 新华

中美洲移民北上
拜登团队：现在别来

大约8000名中美洲移民组成
的“大篷车”队伍正北上前往美国
南部边境，而即将上台的约瑟夫·
拜登政府只想对他们说：现在别
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拜登过
渡团队高级成员17日接受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独家采访时说，“边境
情况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对想要
入境美国的中美洲移民而言，“现
在还不是来的时候”。 新华

日本官房长官否认
取消东京奥运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有
外媒报道称，由于新冠疫情蔓延，
东京奥运会有可能面临取消。日
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17日在富士
电视台节目中，就报道内容表示
否定，并称举办的方针不变。加藤
胜信表示：“场所及日程已经决
定，相关人士包括防疫对策在内
正在推进筹备工作。” 中新

亲信干政案获刑两年半
三星李在镕当庭被捕

当地时间18日下午，韩国首
尔高等法院就三星电子会长李在
镕“亲信干政”案的重审进行宣
判，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
在镕当庭被逮捕。李在镕卷入韩
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干政”丑
闻，涉嫌为继承三星获取便利，向
朴槿惠“闺蜜”崔顺实控制的财团
捐赠并行贿。 中新

财政部首次公布
2年期国债收益率

为进一步健全反映市场供
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
发挥国债收益率定价基准作用，
财政部日前在网站首次公布2年
期国债收益率。此次2年期国债
收益率的加入，标志着我国国债
收益率曲线中短期价格反映具
有较强的国际可比性，建立起涵
盖3个月到30年等短、中、长期较
为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新华

财经

记者18日从中国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获悉，中
国首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已
经完成初次评审。经过评审委员
会初步评审，弘毅、麒麟、哪吒、
赤兔、祝融、求索、风火轮、追梦、
天行、星火共10个名称将作为中
国首辆火星车的命名范围。中新

互联网存款业务
迎来“最强监管”

5G智慧医疗赛道渐热
上市公司多路布局

我国各地日前相继启动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将
围绕急诊救治、远程诊断等方面，
遴选出一批试点项目，培育可复
制、可推广的5G智慧医疗健康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随着5G智
慧医疗的巨大市场空间逐渐打
开，不少上市公司正多路布局抢
占这一热门赛道。 新华

鼓励有条件地区独立建设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

近日，民政部、国家卫健
委、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印
发<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
作规范>的通知》，为全国开展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提
供了基本依据和操作规范。其中
明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可
设在社会福利机构、残疾人康复
中心、残疾人托养机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城乡社区服务机构等，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独立建设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机构。 中新

18日，南京铁路公安处常州
火车站发布消息，近日，一名男子
腰间挎着一个长条形的木匣欲进
站乘车。经检查，匣子内竟然是一
把“宝剑”。该“宝剑”刀柄长约76
厘米，已经开过锋刃，属于禁止携
带进入火车站的管制刀具。警方
对管制刀具予以收缴，对该名男
子予以处罚。 中新

一男子携剑坐高铁
“宝剑”被没收

阿塞拜疆卫生部长
接种中国产新冠疫苗

阿塞拜疆18日正式启动第一
阶段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阿卫生
部长奥格塔伊·希莱里耶夫在阿
首都巴库率先接种了中国科兴公
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据阿塞拜疆
国家通讯社报道，希莱里耶夫在
接种疫苗时说，经过综合比较，阿
塞拜疆选择引进中国疫苗。他说：

“阿专家们认为中国疫苗是最好
的，它在很多国家都通过了临床
试验，在土耳其投入使用后，效果
也非常好。” 新华

中国银行研究院18日发布报
告称，从银保监会、人民银行15日
对外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
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
关事项的通知》可以看出，互联网
存款业务迎来“最强监管”时代。
叫停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
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
业务是《通知》的最大亮点。新华

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
余额创逾6年最大增幅

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18
日公布，截至2020年12月底，台湾
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含可转让
定期存单）为2444 . 89亿元人民
币，为近半年最高；比上月大增
86 . 3亿元，增幅3 . 66%，月增量与
增幅均创下2014年4月以来新高。
目前，台湾人民币存款余额在人
民币主要离岸市场稳居第二，仅
次于香港特区。 新华

“科创中国”品牌将用3年
建设一批创新枢纽城市

记者18日从中国科协2020
“科创中国”年度工作会议上获
悉，“科创中国”品牌将在3年内
推出一批科技创新力高、产业带
动力强、区域影响力大的创新枢
纽城市，辐射带动创新资源有序
下沉，培育重点产业集群，助力
中小企业创新。 新华

文在寅表示有意
随时随地与金正恩对话

韩国总统文在寅18日在总统
府青瓦台表示，他愿意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举行会晤，同时考虑到疫
情影响也可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
与金正恩进行对话。他说，他的总
统任期所剩时间不多，希望在剩
余任期内尽最大努力改善韩朝关
系，但不会匆忙行事。 新华

我国首辆火星车征名
“哪吒”等入选初审名单

我国国资国企
资产总额超218万亿元

“十三五”时期，我国国资国
企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截至“十三
五”末，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
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218 . 3万亿元和71 . 9万亿元，较
“十二五”末分别增长82 . 1%和
80 . 3%。 新华

漳州“大头娃娃”事件
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据福建省漳州市卫健委18日
网站消息，根据目前产品检测结
果和调查情况，欧艾婴童健康护
理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
侦查，并对相关嫌疑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卫健部门依法吊销涉
案企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
许可证》；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
涉案企业营业执照。 中新

科技

苏丹暴力冲突
死亡人数升至83人

深圳第二轮数字人民币
红包交易额逾1800万元

深圳市“福田有礼数字人民
币红包”活动顺利收官。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政府18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从1月7日8时到17日24时，深
圳市民使用数字人民币红包交易
金额达1822 . 65万元。 新华

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
毕业生全部任教中小学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
做好2021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保证
2021届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
业生全部安排到中小学校任教。
通知要求，5月底前确保90%的公
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
学校。6月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
生，其档案、户口等迁转至生源所
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各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
筹安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中小学
校任教。 中新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
有一对命运多舛的老两口。30多
年前，他们的女儿不幸离世，两人
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好在他
们还有一个孝顺“女儿”，名叫罗
朝会。罗朝会是女儿唐晓玲的高
中同学，自唐晓玲下葬那天起，她
就暗自决定：替故去的同学尽孝，
照顾同学父母一辈子。30多年来，
罗朝会对两位老人像对待自己的
父母一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着什么是“一诺千金”。 中新

她替离世高中同学
照顾父母30多年

苏丹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
纳地区16日以来持续发生暴力冲
突事件，目前已造成83人死亡、
160人受伤。据称，此轮暴力冲突
最初由当地两名平民16日发生的
小规模冲突引发。 新华

在云南省盈江县城郊一片
湿地，近日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彩鹮，这是盈江县近年来第
二次记录到彩鹮。由于曾连续多
年未在我国观测到彩鹮踪迹，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一度宣
布彩鹮在我国绝迹。 新华

珍稀鸟类彩鹮
再次现身云南盈江

5年内我国中级工以上
建筑工人超1000万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2部门
18日发布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
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
伍，到2025年，建筑工人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考核评价体系基本健
全，中级工以上建筑工人达1000
万人以上。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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