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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委书记
被撤销党内职务、
政务撤职

男子喊“飞机上有炸弹”
国航：
非法干扰已移交警方

部分进口抗艾滋病药物
将免征进口关税

中国
“慧眼”
获黑洞等数据
全球征集新一轮观测提案

美国顶级高校
申请入学人数创纪录

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通
报，德宏州瑞丽市在半年多时间
内，连续3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事
件，特别是“3·29”疫情事件，严重
冲击和破坏了全国、
全省疫情防控
大局，
严重冲击和影响了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工作大局，
造成严重后
果和恶劣影响。
龚云尊同志作为时
任瑞丽市委书记，
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经省委研究同意，给予龚云尊
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
分，
降为一级调研员。
人民

据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博消
息，4 月7 日，CA8228 航班(厦门武汉)起飞后遇非法干扰。机组按
应急程序进行处置，飞机返航厦
门机场并安全落地，涉事旅客移
交当地警方处理。据媒体报道，4
月7 日，厦门飞武汉国航CA8228
航班在飞出后返航。有乘客反映，
起飞后有一中年男子突然喊“飞
机上有炸弹”，引发乘客恐慌。经
警方现场检查，未在飞机上发现
爆炸物。
中新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日前，财
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关于2021-2030年抗艾滋病病
毒药物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通
知称，
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
月31日，
对卫生健康委委托进口的
抗艾滋病病毒药物，
免征进口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中新

8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获悉，中国首颗空间X射线天
文卫星——
—“慧眼”
硬X射线调制望
远镜卫星，目前已在轨运行45 个
月，运行良好，获得银道面扫描巡
天、
黑洞、
中子星、
太阳耀发等大量
观测数据，伽马射线暴探测率约
100个/年。
“慧眼”
卫星近日发布第
4轮提案征集公告，邀请天文界提
交核心和客座观测提案。 中新

美国常青藤联盟名校本周陆
续发放入学通知书。多所顶级名
校今年新生录取比例明显低于往
年，因为申请入学人数创历史新
高 。据 报 道 ，哈 佛 大 学 今 年 录 取
1 9 6 8 名 新 生 ，仅 占 申 请 人 数 的
3 . 4% ；耶鲁大学收到近4 . 7 万份
入学申请，创历史新高，但仅录取
2169人，录取比例为4 . 6%。新华

2022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
七成将为绿色建筑

20岁女孩轻生后续：
妇联已介入，暂未受捐

住建部标准定额司司长田国
民8日说，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目前
基本形成目标清晰，政策配套，标
准完善，管理到位的推进体系，到
2022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
面积占比将达到70%。
新华

因不堪一人养活弟弟和两个
妹妹的压力，20 岁的云南女孩小
刘3月23日在浙江杭州跳河轻生，
幸得民警和热心市民及时伸援手
她才获救。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
分局政治处工作人员说，小刘家
确实存在她所说的家庭问题，目
前区妇联已经在对接了。杭州市
下城区妇联工作人员表示，小刘
现在情绪不稳定，暂不接受捐助。
澎湃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
12367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 服
务平台和国家移民管理局英文版
门户网站4 月8 日上线运行。此举
将进一步提升移民管理工作“放
管服”水平，便利中外人员获取移
民管理信息、享受便捷政务服务。
新华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将开展多项非遗宣传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6
月 1 2 日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决 定 在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
集中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人民

法治化中小学生艺术测评
系假冒教育部课题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有
机构假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
部十三五重点课题名义，曲解教
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开展“法治化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研究及
相关活动。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发布声明称，所谓“法治
化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项目
不是教育部课题，教育部没有认
定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法治化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研究等
工作。
中新

真实贷款年化利率35%
卸掉马甲借钱成本这么高

中国
“海牛Ⅱ号”
海试成功
刷新深海海底钻探深度

在央行“明确年化利率”的政
策发布至今一周，记者发现不少
金融平台已经作出了调整，贷款
产品多数已“明码标价”，标出了
明确的年化利率。卸掉“马甲”后，
一些消费贷产品的年化利率多在
10% 以 上 ，而 有的 贷款 产品真实
年化利率可高达35%左右。新华

湖南科技大学8日宣布，
由该校
领衔研发的中国首台
“海牛Ⅱ号”
海
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于北
京时间4月7日23时许在南海超2000
米深水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
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 中新

深交所天津基地成立
重点服务
“1+3+4”
产业方向

热河生物群首次发现
距今上亿年掘穴哺乳动物

近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基
地揭牌成立。据了解，该基地依托
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
将重点围
绕
“1+3+4”
产业方向，
为企业上市、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规范运作提
供一站式服务。由智能科技产业+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新
兴产业+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汽
车、
石油石化四大优势产业构成的
就是
“1+3+4”
产业体系。 新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科学家，在中国东
北热河生物群发现早白垩纪（约
1 . 3亿到1 . 1亿年前）的两个哺乳
形动物新属新种化石：中国掘兽
和陈氏掘尖齿兽，是热河生物群
中首次发现的前爪挖掘型穴居哺
乳形动物。
中新

多省职业年金收益率超10%
山东、江苏、四川、海南四省
份2020年职业年金投资收益数据
日前出炉，合计投资收益超过260
亿元。其中，山东、四川职业年金
的2020 年投资收益率均超10% 。
目前，我国职业年金市场发展迅
猛，规模已突破10000亿元。新华

科学家发现2 . 44亿年前
“盘州暴鱼”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团队在贵
州盘州发现2 . 44亿年前一种大型
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命名为盘
州暴鱼。盘州暴鱼代表了疣齿鱼
科最古老的化石新证据，也是暴
鱼属在贵州的首次发现。 新华

调查显示九成西班牙人
愿用
“数字健康护照”
出行
一项调查显示，九成西班牙
人 愿 意 使 用“ 数 字 健 康 护 照 ”出
行。受艾玛迪斯公司委托，市场咨
询企业Censuswide 今年2 月中下
旬调查大约1000名西班牙人，得
出上述结论。这些人过去18 个月
内有过跨国旅行经历。
新华

埃航乘客空中产子
航班异地紧急降落
埃及航空公司一架客机7 日
执飞乍得恩贾梅纳至埃及开罗航
线时，因一名女乘客突然出现生
产迹象，改道紧急降落。不过，还
没等飞机着陆，那名女子就产下
一名男婴，所幸母子平安。 新华

尼日利亚一建筑工地遇袭
我一公民死亡两人遭绑架
尼日利亚警方7日说，尼东南
部贝努埃州一个建筑工地当天遭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一
名中国公民和两名当地警察死
亡，另有两名中国公民遭绑架。警
方已向事发地增派警力，追捕武
装分子并努力解救遭绑架的中国
公民。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