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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住不炒”进一步明确
房贷利率今年难降

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
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显
示，5年期以上LPR为4 . 65%，连
续9个月未动。与此同时，根据贝
壳研究院最新房贷报告显示，开
年多地房贷利率在底部微升。业
内人士表示，考虑到局部市场过
热，不排除采用差别化房贷利率
工具进行调节，房贷利率难有下
降空间。 新华

“两节”期间已投放6批
中央冻猪肉储备

国家发展改革委21日称，当
日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中央
冻猪肉储备投放工作，挂牌交易3
万吨。这是近一段时间组织的中
央冻猪肉储备第6批投放。据介
绍，为更好保障2021年元旦、春节
期间居民猪肉消费需要，自2020
年12月17日起，中央冻猪肉储备
已累计挂牌投放15万吨，有效增
加了市场供应。部分地方也在终
端市场平价投放地方储备冻猪
肉，受到消费者欢迎。 新华

赖小民案二审
维持死刑判决

2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
贪污、重婚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于1月5日一审宣判，
认定赖小民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17 . 88亿余元，贪污2513万余
元，赖小民有配偶而与他人长期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赖小民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新华

刘军志任石家庄
市委常委、藁城区委书记

据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
官网“领导之窗”一栏显示，此前
担任河北省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
查室主任(副厅级)的刘军志已任
石家庄市委常委、藁城区委书记；
此前担任唐山迁西县委副书记、
县长的王锦山已任石家庄市藁城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在此之前，
藁城区委书记为张聚华、区长为
袁丽华。 中新

就地过年如何“买买买”
电商企业有望“不打烊”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第一个
春节，就地过年如何买得舒心放
心？商务部将从增加货源供应、投
放储备商品、举办网上年货节等
方面发力，全力做好春节保供工
作，并引导电商企业开启“不打
烊”模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1日
表示，将增加节日供应。 新华

去年全国公安机关
抓获各类逃犯41 . 6万名

公安部21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2020年公安工作主要情
况和2021年公安工作总体思路。
发布会通报，2020年，全国公安机
关共抓获各类逃犯41 . 6万名，其
中公安部A级通缉令逃犯68名，
追逃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中新

涉案价值超百亿元
海关连破跨境电商走私案

作为我国外贸新业态，跨境
电商近年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条“财
路”。海关总署21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0年海关立案侦办跨境电
商渠道走私犯罪案件79起、案值
104 . 9亿元。 新华

美国一架直升机坠毁
致3名士兵死亡

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
莫20日发布声明说，当日晚间纽
约州国民警卫队的一架用于医疗
救援的直升机在例行训练中失
事，造成3名士兵死亡。坠机事
故发生在纽约州西北部罗切斯
特市附近的门顿小镇。这里有
UH-60型黑鹰直升机的基地，
是罗切斯特国际机场军队航空的
支持设施。 新华

韩国新设反腐机构
专查高级官员

韩国总统文在寅21日向新设
立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简称公调处)首任处长金镇煜授
予任命书。去年12月，韩国国会通
过《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法
修正案》，成立一个新机构调查官
员腐败等。公调处独立于检方，专
查高级官员。 中新

巴格达两起自杀式爆炸
袭击至少21人死亡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21日说，
首都巴格达市区当日发生两起自
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1
人死亡，另有50多人受伤。两名自
杀式爆炸袭击者当日上午在巴格
达市区一处人员密集的市场内先
后引爆爆炸装置，两次爆炸仅间
隔数分钟，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
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新华

乌兹别克斯坦逮捕
数名极端组织嫌疑人

乌兹别克斯坦警方21日说，
乌执法人员在锡尔河州逮捕了一
个极端组织的数名嫌疑人，他们
涉嫌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以及为中
东地区的国际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乌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极端
组织的两名头目在国外工作期间
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影响，回国后
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思想。新华

78家违规新三板公司
去年被强制摘牌

记者21日从全国股转公司获
悉，2020年，新三板市场监管持续
强化，全年共对78家违规公司完
成强制摘牌。2020年，新三板共采
取自律监管措施1451件，纪律处
分260件。针对已披露公开发行方
案董事会决议的公司开展内幕交
易核查99家次，严密监控信息披
露涉嫌“蹭精选层热点”企业，关
注内部人减持行为。 新华

财经

事关亿户市场主体
“取名”将更加自主

事关亿户市场主体“取名”的
一项新规来了！《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自今年3月起施行。国新
办21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市场监管总局、司法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这项规定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从企业名称的预先核准
制度，改为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
度，是改革的最大亮点。 新华

科学家受“藕断丝连”启发
研制出手术缝线新材料

医用材料是一种高附加值材
料，目前市场上的高端医用材料
大多还依赖进口。近期，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基于

“藕断丝连”这一自然现象，深入
探究了莲丝纤维的微观结构与力
学性能，并受此启发研制出一种
可用于手术缝线的新材料。日前，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纳米快报》发
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新华

去年利用外资近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实际
使用外资9999 .8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6 .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商
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2020
年，我国圆满完成稳外资工作目
标，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

“避风港”，为稳住经济基本盘作
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

千年古都西安经济总量
跨入“万亿俱乐部”

西安市21日召开新闻通气
会称，2020年，西安市生产总值
达到10020 . 39亿元，首次跃上
万亿元新台阶，西安由此成为
西北地区首个跨入“万亿俱乐
部”的城市。 新华

内蒙古涉煤腐败倒查20年
挽回损失近338亿元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
委获悉，2020年该区纪委监委对
涉煤腐败“倒查20年”。据统计，一
年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
计立案查处涉煤腐败案件599件
86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03人，
组织处理687人，移送司法机关78
人。截至目前，已追缴挽回经济损
失337 . 91亿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京哈高铁今日全线贯通
东北新增进出关通道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北京至哈尔滨高铁
北京至承德段将于2021年1月22
日开通运营，京哈高铁实现全线
贯通，北京至沈阳、哈尔滨最快2
小时44分、4小时52分可达。中新

澳门立法给予
科创企业税收优惠

澳门特区立法会21日举行全
体会议，细则性通过《从事科技创
新业务企业的税务优惠制度》法
案。根据该法案内容，从事创新发
明或以创新方式将科学知识、技
术或工艺应用在产品制造或服务
提供的科技创新业务的企业，可
享印花税、房屋税、所得补充税、
雇员职业税等税务优惠。 新华

中国“极目”卫星首次发布
天体爆发事件探测结果

记者21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高能所)获悉，
成功发射一个多月的引力波暴高
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命名

“怀柔一号”极目望远镜，英文简称
GECAM)两颗卫星，近日观测到编
号GRB 210119A的天体爆发事件
并及时向国际天文界发布，这是

“极目”卫星团队发布的首个天体
爆发事件探测结果。 中新

去年访日外国游客
创22年来最低

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日
本政府观光局1月20日公布的推
算数据显示，2020年访日外国旅
客与2019年相比减少87 . 1%，仅
为411 . 59万人。受因新冠疫情而
实施的入境限制影响，访日外国
旅客人数降至1998年(410万人)
的水平，为近22年来最低。 中新

新知

央行整治拒收现金行为
16家单位被处罚

中国人民银行21日对外公
布，2020年四季度，人民银行依法
对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等16家
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作
出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500元至
50万元人民币不等。2020年10月
以来，人民银行加强规范引导，深
入开展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集中
整治。但部分单位法律意识淡薄、
服务意识不强，仍存在拒收现金
行为。 新华

自然资源部通报22宗
违法占地建“大棚房”问题

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
息，2020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机构开展土地例行督察，发现
22宗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大棚
房”问题。自然资源部决定对这
22宗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大棚
房”问题进行公开通报，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 中新

误入维修中的电梯
两醉酒男子失足坠伤

1月20日凌晨2时许，贵州省
黔南都匀市，两名醉酒的男子先
后误入KTV正在维修中的电梯，
电梯井深大约10米。事发后，当
地消防紧急出动救援。现场一
名男子跌落在二层，受伤较轻，
消防员用全身吊带将该男子迅
速救出，另一名男子则已坠落
到电梯井底部，受伤严重，已处
于昏迷状态。经过40分钟紧张
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成功救出
两名受伤男子，并交给现场医护
人员及时救治。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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