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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中国或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汽、柴油价格“九连涨”
加满一箱油多花9元钱

永州破获两起伪造货币案
缴获假币逾千万元

中国文艺名人协会等
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

美墨边境出现20年来
规模最大非法移民潮

“ 到2025 年 ，中 国 人 均GDP
( 国内生产总值) 或将达到1 . 3 万
美元以上，届时中国将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
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17 日表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
段时期，中国经济还有较大增长
潜力，到2025年将迈过“高收入国
家”的门槛。
中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17 日称，根
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2021 年3 月17 日24 时 起 ，国 内
汽 油 、柴 油 价 格 每 吨 分 别 提 高
235元和230元。这是2020年11月
19 日以来连续九次上调。此次调
价 折 合 每 升 上 调 不 到2 角 。按50
升的油箱容量计算，加满一箱油
多花约9元。
新华

湖南永州警方近期破获两起
伪造货币案，缴获假币逾千万元。
2020年以来，湖南省公安
据介绍，
机关共破获假币犯罪案件24 起，
捣毁伪造窝点12 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109名，缴获假人民币1982万
余元。
新华

日前，民政部会同网信、电信
主管部门依法关停2021年第一批
10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清除了
有关关联网页信息。涉及中国安
全防范技术工程行业协会、中国
文艺名人协会、建党伟业文艺奖
组委会等10家已被取缔的非法社
会组织。
中新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16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非法移民数量达到20年来最高水
平，美方驱逐了大多数单身成年
非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家庭，但不
会驱逐无人陪伴的非法移民儿
童。据报道，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主
要来自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萨尔
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新华

新基建站上风口
上市公司抢滩布局

云南马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17 日通报称，近日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走私案，缴获走私穿山甲鳞
片95 . 111公斤，头发82包，草果4
袋，案值近2000万元。
中新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将粉碎
民进党乱港谋“独”妄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
询表示，全国人大作出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民
进党及其当局对此感到恐慌并一
再跳出来歪曲事实、妄加指责，是
因为这将斩断“台独”
“ 港独”勾连
乱港分裂的黑手，粉碎他们乱港
谋“独”的痴心妄想。
新华

智联招聘猎聘被曝光后
将上线虚拟号码功能
央视“3·15”晚会点名曝光了
智联招聘、猎聘、前程无忧用户简
历 被 贩 卖 问 题, 三 家 企 业 均 连 夜
发布声明道歉。3 月17 日，智联招
聘、猎聘被北京人社局约谈和立
案调查。三家企业均表示将上线
虚拟号码功能。
中新

文旅部深入整治
“不合理低价游”
记者17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
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部署开展
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
治行动，深入整治旅游市场“不合
理低价游”等突出问题，保障旅游
者合法权益、营造旅游市场公平
竞争环境。
新华

猪肉价格连续7周回落
专家认为仍将震荡下行
“猪肉价格已连续7 周回落，
后市可能仍将震荡下跌。”近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表示，猪价
下跌的原因主要在于生猪出栏量
增加、储备肉投放。另外，禽肉、牛
羊肉等其他肉类供给充裕，减少
了猪肉消费需求。
经济日报

新基建或将迎来新风口。在
近 日 发 布 的“ 十 四 五 ”规 划 纲 要
中，提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
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信部新
发的文件中，也瞄准新基建标准
制定。多家券商分析认为，新基建
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热门领域，
与 之 相 关 的5G 、数 字 化 应 用 、新
能源充电桩等行业前景广阔，吸
引上市公司加速进场。
新华

去年我国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万亿元
记者17日从商务部了解到，
随
2020年
着我国经济形势稳定向好，
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复苏，
初步估
算，全年汽车后市场消费规模超1
万亿元，有力拉动了汽车消费。汽
车后市场是指已售汽车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交易或服务活动。
商务部
2020年我国二手
相关负责人表示，
车交易量有序回升，汽车改装、报
废机动车回收稳定增长，共享出
行、
充电设施快速发展。 新华

板块近一月涨逾14%
机场航空或迎复苏拐点
多家航空公司最新发布的2
月经营数据显示，国内旅客周转
量大幅上升。机构称，需求复苏超
预期叠加政策利好，机场航空或
迎来复苏拐点。受多重积极信号
影响，截至16日收盘，民航机场板
块收涨2 . 34% ，近一月累计涨幅
逾14%。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今
年以来华夏航空、吉祥航空均创
出新高，年内涨幅逾40%，三大航
司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
涨幅也均超19%。
新华

云南破获特大走私案
缴获穿山甲鳞片95公斤

普洱市破获特大毒品案
缴毒58 . 17公斤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
普洱市西盟县，毗邻境外毒源地
“金三角”，是中国禁毒斗争的最
前沿。记者17 日从西盟县公安局
获悉，当地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
大运输毒品案，缴获毒品数量达
58 . 17公斤。
中新

科技
中国电科实现离子注入机
全谱系产品国产化
记者17日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
该集团旗下装备
子集团已成功实现离子注入机全
谱系产品国产化，
可为全球芯片制
造企业提供离子注入机一站式解
决方案。
离子注入机是芯片制造中
的关键装备。在芯片制造过程中，
需要掺入不同种类的元素，
这些元
素以带电离子的形式被加速至预
定能量并注入至特定半导体材料
中，
离子注入机就是执行这一掺杂
工艺的芯片制造设备。
新华

最新研究认为闪电
或促成地球上出现生命
长期以来，科学界认为地球
早期经天体撞击收获大量外太空
矿物质，比如磷，从而促成地球上
出现生命。不过，一项最新研究认
为，在地球生命起源过程中闪电
作用同样重要。
新华

2700年
地下“沉睡”
我国发现东亚最早果酒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
类学系杨益民教授团队最近与山
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
在山西周代
北白鹅墓地出土液体及淤泥遗存
中研究发现果酒残留物，
这既填补
了中国先秦时期果酒研究空白，
也
是目前所知东亚（2700年前）地区
发现最早果酒的考古证据。 中新

铁矿瞒报死亡事故
企业相关人员被控制
3月16日网曝“武安铁矿疑似
瞒报3 人死亡事故”后，河北武安
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核查组展开
调查。经初步核查，2月24日12时
左右，吴某带人查看井下环境，在
升井过程中导致6人坠井身亡。事
故发生后，企业未向政府和有关
部门报告。目前，邯郸市政府已成
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相关人
员已被控制。
央视

河北蠡县一家5人遇害
嫌疑人自杀身亡
3月17日下午，河北省保定市
蠡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16
日晚，该县鲍墟镇一家5 人遇害，
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自杀身亡。目
前，案件侦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
行中。
中新

奢侈品牌包就几百元？
夫妻俩专卖假货被抓
近日，南京秦淮警方接到群
众举报，端掉一个专门售卖假冒
奢侈品皮包的夫妻店，查获假货
100多件，涉及多个品牌。民警在
某商业中心内一家店铺看到假冒
奢侈品皮包明目张胆地在柜台陈
列，总案值十多万元。 扬子晚报

士兵遇袭致11人丧生
事发马里北部
马里军方16 日晚表示，11名
马里士兵日前在该国北部加奥区
遇袭身亡，另有14名士兵受伤。马
里军方当天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
100多名武装分子15日在
公报说，
加奥区塔西特镇附近伏击一队换
14人受
哨的士兵，造成11人死亡、
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另有11名
士兵失踪。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
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新华

一架米格-21战机坠毁
印度空军飞行员身亡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斗
机17 日在印度中部坠毁，导致一
名飞行员丧生。印度空军发表声
明说，这架战斗机是从印度中部
一个空军基地起飞执行战斗训练
任务时坠毁的。空军上校古普塔
在这起事故中身亡，印度空军对
此表示深切哀悼。
新华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
叙防空系统启动
当地时间16 日晚，以色列对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行了空
袭，袭击仅造成物质损失，暂无人
员伤亡。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叙
利亚首都市中心听到至少4 次爆
炸。叙利亚防空系统在大马士革
南郊启动。
中新

尼日尔发生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58人死亡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6
日，尼日尔政府说，一群骑着摩托
车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从尼日尔和
马里交界处的一处集市返家的平
民，造成至少58人死亡。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