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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批评彩礼贷墓地贷
是挑战社会痛点

4月1日为消防战士纪念日？
应急管理部:：
不实，
系假消息

公募去年为基民赚2万亿
张坤一人贡献400亿

南极上空43万年前
有陨石爆炸

美国加州办公楼枪击
致死4人含1名儿童

个别银行推出的
“彩礼贷”
“墓
地贷”近期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对
此，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邹澜表示，
个别银行打着所谓金融
创新的旗号，挑战社会痛点，引导
居民过度负债，
触及社会公序良俗
的底线，
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职。
这也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
自身服务能力的不足。
中新

4月1日定
“中国再无愚人节，
4月1日，
为消防战士纪念日。
”
这样
一则消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对此，
应急管理部及消防救援局相关人
员表示，
这一说法不实，
系假消息。
当前，
与消防有关的节日是每年的
11月9日，
为全国消防日。 澎湃

公募基金2020年给基民到底
赚了多少钱？
近2万亿元！
根据天相
投顾数据统计，首位管理规模超
千亿的顶流基金经理张坤，一个
人就为基民豪赚400亿元。从年报
数据来看，去年给基民赚得最多
的，是一只投资者都不陌生的货
币型基金——
— 天弘余额宝。新华

一项研究显示，南极上空43
万年前有陨石爆炸，生成火球坠
落冰面，其中夹杂汽化的外星物
质。据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英国
和瑞典研究人员分析几年前在南
极洲南龙达讷山发现的陨石碎
屑后，得出上述结论。
新华

美国3 月31 日又发生一起恶
性枪击事件。一名男子当天傍晚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市一
栋两层办公楼内开枪射击，导致4
人死亡，包括1名儿童。
新华

研究揭示压力影响
毛发生长机制

根据意大利政府内阁会议3
月31 日通过的一项决定，前往威
尼斯的邮轮等大型船只将禁止停
泊在威尼斯中心地带附近，而要
停靠在与威尼斯隔海相望的马尔
盖拉港。
新华

广电总局印发
5G高新视频系列标准体系
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
获悉，5G高新视频系列标准体系
正式发布。该系列标准体系包括
互动视频标准体系、沉浸式视频
VR视频标准体系和云
标准体系、
游戏标准体系。该系列标准体系
对 于 促 进5G 高 新 视 频 标 准 化 建
设和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人民

202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升至23.15%，
增幅历年最大

黄河流域启动
禁渔专项执法行动
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4月1日12时起，我国第二
局获悉，
大河流黄河进入全域禁渔期。当
日，农业农村部和沿黄9省（区）农
业农村部门在黄河陕西洽川段联
合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1”黄河
流域禁渔专项执法行动暨陕西省
亮剑执法行动。
禁渔期为4月1日12
时至6月30日12时。
新华

安徽一男子侵入367台
网络摄像头偷窥获刑

国家卫健委官网1 日发布消
息，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 达 到23 . 15 % ，比2019 年 提 升
3 . 98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为历年
最大。六类健康问题素养中传染
病防治素养增幅最大，较2019 年
提升7 . 56个百分点。
人民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
院日前对一起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
人丁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
年，并处罚金2 万元。法院审理查
明，2018年3月，丁某购买一款软
2019年5月31日至7月27日期间，
件，
丁某成功侵入367台网络摄像头并
截取一些画面，
供自己观看。
新华

中文版“四六级”来啦
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内蒙古两厅官被逮捕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经国家
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
会审定，
《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
(GF0025-2021)(以下
等级标准》
)近日由教育部、国家
简称《标准》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作为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自2021年
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新

4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发布消息称，
检察机关依法对
内蒙古农牧厅原党组书记、
厅长孙
振云(正厅级)，
内蒙古兴安盟委原
委员、副盟长张国平作出逮捕决
定。经查，二人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并收受财物，纵容涉黑涉恶活动，
为黑恶势力充当
“保护伞”。 新华

深交所主板中小板合并
4月6日正式实施
深圳证券交易所3 月31 日发
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深交所发布合并主板与中小
板（以下简称“两板合并”）业务通
知及相关规则，明确合并实施后
的相关安排，于4 月6 日正式实施
两板合并。
新华

据外媒报道，哈佛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发现，与正常老鼠相
比，被摘除肾上腺的老鼠毛发生
长情况更好。正常老鼠16 个月里
循 环 出 现3 次 毛 发 生 长 周 期 ，而
被摘除肾上腺的老鼠出现10次。
摘除肾上腺意味着不再分泌这
些压力激素。
新华

3月67城新房在线均价
环比下跌0 . 67%

工厂人为失误致1500万剂
强生新冠疫苗被销毁

3月31日，
58同城、安居客发布
3月其重点监测的67
的数据显示，
个城市新房在线均价为每平方米
16282元，环比下跌0 . 67%，其中有
29 个城市新房在线均价环比上
涨。二手房在线挂牌均价为每平
方米16082元，环比上涨0 . 44%，全
国67个城市中有46个城市二手房
挂牌均价出现环比上涨。 新华

据美国媒体3月31日报道，一
家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的疫苗制造工厂由美国新兴生物
科技公司运营，
同时生产强生疫苗
以及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
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数周
前，
该工厂员工误将上述两种疫苗
的原料成分搞混，多达1500 万剂
强生疫苗因此报废。
新华

4月首个交易日
A股市场迎来“开门红”

三千年前植物种子出土
揭秘西周人吃什么

4月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迎来
“开门红”，沪深股指全线上涨，深
市三大股指涨逾1%。当日，上证综
指 以3444 . 81 点 开 盘 ，最 终 收 报
3466 . 33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24 . 42
点，涨幅为0 . 71%。深证成指收报
13979 . 69点，涨201 . 02点，涨幅为
1 . 46%。
创业板指数涨2 . 06%，
收盘
报2815 . 41点。
新华

1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
璃河遗址公布考古发掘重要成果。
考古队对发掘出土的自然遗物开
展了植物考古分析，
出土炭化植物
种子包括了粟、黍、小麦、大豆、大
麦等。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
这些种子反映出西周时期琉璃河
先民的“食谱”以粟、黍为主，属于
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中新

威尼斯禁止邮轮停泊

1英镑购《哈利·波特》
如今拍卖价翻3万倍
英国一位母亲生前花1 英镑
（约合9 元人民币）给孩子们买了
一本二手英文小说《哈利·波特与
魔 法 石 》。如 今 ，她 的4 个 女 儿 发
现，这本二手书竟是初版《哈利·
波特》书籍，预估最高拍卖价3 万
英镑（约合27万元人民币）。新华

澳大利亚一酒厂
用啤酒换太阳能电
据外媒报道，
澳大利亚卡尔顿
联合啤酒厂通过能源商“钻石能
源”
收集居民家中用不完的太阳能
电，居民每提供价值30澳元（约合
149元人民币）
的太阳能电，
就有24
听啤酒送货上门，
这些啤酒价值50
澳元
（约合248元人民币）。 新华

日本东京樱花盛开
政府禁止民众聚集赏樱
日前，
游客聚集到日本东京的
上野公园欣赏盛开的樱花。
日本政
府在上野公园内搭建了引导通道，
让游客保持社交距离，
并禁止民众
在樱花树下聚集赏樱。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