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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拍摄高清火星图
撞击坑清晰可见

3月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3
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
影像图，包括2幅全色图像和1幅
彩色图像。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
小型环形坑、山脊、沙丘等地貌
清晰可见，据测算，图中最大撞
击坑的直径约620米。 新华

沪深股指全线下跌
深市三大股指跌逾3%

4日，沪深股指全线下跌，沪
指险守3500点，深市三大股指跌
逾3%。当日，上证综指全天震荡
走低，最终收报3503 . 49点，较前
一交易日跌 7 3 . 4 1点，跌幅为
2 . 05%。深证成指跌516 . 33点，跌
幅 为 3 . 4 6 %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4 . 87%，收盘报2851 . 87点。中小
板指数跌幅为3 . 57%。 新华

中国学者实现
软体机器人万米深海驱动

浙江大学与之江实验室的科
研团队研发出了能在万米深海接
受操控的仿生深海软体机器人。这
项成果4日在《自然》杂志发表。“仿
生深海软体机器人重量轻、结构简
单，能大幅降低深海探测的难度和
成本。另外，它无须电机和马达驱
动，没有噪声，环境亲和度高。”论
文的通讯作者、浙大航空航天学院
交叉力学中心教授李铁风说。新华

目前已有几十个国家
批准使用中国新冠疫苗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已有几
十个国家批准中国新冠疫苗在本
国使用，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此
前土耳其科学委员会专家表示，
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病毒疫苗Ⅲ期
临床试验有效率为83 . 5%，重症
防护率为100%，且未发现副作
用，证明疫苗安全有效。 中新

古生物学家发现并确认
中国最大恐龙足迹点

中外古生物学家携手合作，
发现并确认四川省昭觉县三比罗
嘎恐龙足迹点二号点为中国目前
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面积超过9000平方米，足迹至少
有933个。 光明日报

今年首次水星西大距
6日上演

天文专家介绍，3月6日，2021
年第二次水星大距，也是第一次西
大距将在天宇上演。届时，如果天
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双
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在
大距前后几天早晨，可尝试观测这
颗太阳系中最小的行星。 新华

韩国5人接种疫苗后死亡
文在寅准备亲自接种

3月4日，韩国疾病管理厅牵
头组建新冠疫苗应对接种推进团
通报称，当日新增3例接种新冠疫
苗后死亡的病例，累计已有5例，5
例病例生前均接种了阿斯利康疫
苗。对此，韩国青瓦台表示，为打
消民众顾虑，总统文在寅愿意接
种阿斯利康疫苗。 澎湃

哈里妻子涉欺凌
英国王室要调查

英国白金汉宫3日声明，就媒
体报道一名前助理指认哈里王子
之妻梅根欺凌手下工作人员，王室
将展开调查。英国《泰晤士报》日前
报道，梅根未放弃王室高级成员职
务期间，对部分王室员工十分苛
刻，她的两名个人助理被逼离职，
另一名员工“自信心大减”。新华

海外观众将被禁止
入境日本观看奥运会

多家日本媒体4日报道，为了
保证日本公众的安全，日本方面
将不会允许海外观众入境观看东
京奥运会。《读卖新闻》援引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因
为疫情仍然在各个国家（地区）传
播，让海外游客大规模入境只会
加剧日本公众的担心。 新华

被控30多年前犯强奸案
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否认

澳大利亚一名部长级官员被
爆30多年前犯下强奸案，引发舆
论猜测。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克里
斯蒂安·波特3日承认自己就是传
闻中的惹事官员，但否认犯下强
奸罪行。 新华

昆明试点噪声扰民治理
处罚70人次效果明显

露天用麦克风唱歌、跳广场
舞 使 用 大 功 率 音 响 、宠 物 乱
吠……噪声给群众带来的困扰频
频引发争议。昆明警方自2020年
12月起在五华分局开展噪声扰民
专项治理试点工作，迄今行政警
告处罚48人次，罚款22人次，收效
明显。 新华

法治

北京同仁堂再掀反腐风暴
原总经理刘向光被查

3月4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官
网发布消息，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
公司原总经理刘向光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此前，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振坤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已于2月22日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济观察报

春节过后，猪肉价格一路下
跌。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2021年2月下旬与中旬相比，
本期生猪（外三元）价格为27 . 4
元/千克，比上期价格下降2 . 5
元，环比下降8 . 4%。分析人士表
示，当前生猪基础产能稳步恢复，
后期随着猪肉供给增加，猪肉价
格将迎来一波又一波降价。中新

下降通道开启
猪肉价格一路下跌

冷空气再度入侵
江南华南将迎春雷

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4
日起，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
我国中东部地区，其中东北为此次
降温的主力区域，部分地区降温幅
度可达10℃-16℃。同时，渗透到南
方的冷空气将激发强对流天气，预
计5-6日，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将
有大范围雷电活动，局地雨强风
大，公众需注意防范。 央视

次新股频现再融资
募资额大多超过IPO

在2020年以来挂牌上市的公
司中，已有15家推出了定向增发
方案，定增募资主要用于新项目
建设、产业链整合及补充流动资
金，且募集金额大多超过IPO募
资额。 新华

2月净买入超千亿元
外资加仓中国债券势头不减

2月外资继续加仓中国债券，
净买入超千亿元，中外利差缩窄等
因素并未扭转外资增持势头。不
过，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海外央行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趋于退出，需关
注由此引发的资本流动变化。新华

夫妻吵架后妻子手指痉挛
医生称是气到“中毒”

双手痉挛成“鸡爪”，呼吸急促
说不出话——— 近日，和丈夫大吵一
架后，杭州的李女士被紧急送医。

“这是因为吵架，生气到‘中毒’了。”
医生检查后判断是“过度通气综合
征”，也叫呼吸性碱中毒。 澎湃

我国自主研发日冕仪
成功获得白光日冕像

我国自主研制的50毫米白光
日冕仪近日成功观测到内日冕并
获得白光日冕像。“日冕是大气层
最外层结构，很难被观测到，在日
冕仪发明出来之前，研究者只能在
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去观测日冕。”
团队负责人、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太
阳物理首席科学家林隽说。新华抢救性发掘后一锁了之

三峡文物不少仍沉睡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三峡工
程建设期间，我国对三峡库区文物
开展了抢救性保护。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20多年来，抢救性保护的20
余万件三峡文物不少仍在“沉睡”，
后续研究挖掘不足，部分重要的文
化旗帜已鲜为人知。 北京日报

社会

父子接力栽培簕杜鹃28载
长至9层居民楼顶层

每年初春，在广州白云区景
泰街云苑新村三街一幢居民楼
外，9层楼高的簕杜鹃都引起阵阵
惊叹。这棵簕杜鹃由一楼住户在
28年前种下，如今种植者已离开
人世，他的儿子接力打理。澎湃

美“星舟”火箭原型机
试飞着陆后爆炸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下一
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舟”的原型机
SN10于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进
行试飞并顺利着陆，但随后发生
爆炸。 新华

近八成申请入网智能机
支持北斗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自2020年7月31日正式开通以来，
持续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系统应用正从区域走向全球。据
统计，2020年第四季度申请入网
支持北斗定位的智能手机达到
79%。 人民日报

加州致命车祸
或为人口走私悲剧

2日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的一起严重车祸或关联人口走私
犯罪。当日，一辆福特运动型多用
途车搭载了包括司机在内的25人，
在一个交叉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
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 新华

云南多名新人
用汉服照成功登记

无锡唐女士用汉服证件照进
行婚姻登记遭到拒绝，此事引发热
议。据了解，云南汉服圈内多名爱好
者就用汉服证件照成功办理了结
婚证。云南省汉服文化协会会长
刘丹说，汉服在颜色和花纹上和
普通着装没太大差距。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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