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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
上榜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近日，国务院发布通知称，国
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0项)，现予
公布。其中，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
沙县小吃制作技艺、桂林米粉制作
工艺等上榜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新

敦煌莫高窟保护区
严禁徒步露营越野等

10日从敦煌研究院获悉，为
保障广大民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
条例》有关规定，严禁任何单位、
企业、个人进入敦煌莫高窟保护
区，开展徒步、露营、越野、采石、
滑沙以及可能损毁或者破坏文
物、建筑物、构筑物、环境风貌的
活动。 中新

沪指重返3600点上方
创业板指数涨逾2%

10日，上证综指重返3600点
上方，创业板指数涨逾2%。沪深
两市成交过万亿元。当日，上证综
指以3587 . 53点开盘，早盘快速拉
升，全天高位盘整，最终收报
3610 .86点，较前一交易日涨19 .46
点，涨幅为0 . 54%。深证成指收报
14893 . 59点，涨175 . 19点，涨幅为
1 .19%。创业板指数涨2 .43%，收盘
报3285 . 51点。板块概念方面，华
为鸿蒙、远洋运输、钠电池涨幅居
前，涨幅均逾5%。 新华

1至5月不正当竞争案件
罚没金额1 . 22亿元

今年1至5月，全国市场监管
部门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345件、罚没金额1 . 22亿元。这
是记者10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举办
的反不正当竞争论坛上获悉的。
此次论坛发布了2020年反不正当
竞争执法报告、反不正当竞争影
响力十大事件。 新华

5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 . 5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的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1 . 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
多增143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增
3127亿元。央行数据显示，5月末，我
国人民币贷款余额183 .38万亿元，
同比增长12 .2%，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低0 . 1个和1个百分
点。5月份，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
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4426亿
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8057亿元。新华

韩国爆出虚拟货币骗局
不少受骗者是老人

韩国近日爆出一桩打着虚拟
货币幌子的庞氏骗局。初步调查
显示大约6 .9万人合计被骗3 .85万
亿韩元（约合221亿元人民币），其
中不少受骗者是老年人。罪魁祸首
据信是一家名叫“V Global”的公
司，其首席执行官以及大约70名员
工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新华

加拿大有意帮美国
接收部分中美洲移民

加拿大移民、难民与公民身
份部长马尔科·门迪西诺称，加拿
大可能准备接收一些中美洲移
民，帮助美国缓解南部边境非法
移民涌入压力。但他没有说明加
拿大准备接收的人数。 新华

水精灵电动平衡车激光笔
不是儿童玩具

中消协10日发布消费提示，
“水精灵”“电动平衡车”“激光笔”
等产品看似“好玩”，其实并不是
玩具，建议家长不要给孩子当作
玩具玩耍。“激光笔”若直射眼睛，
可能会造成暂时性或者永久性视
力损伤甚至失明。“电动平衡车”
既不属于儿童玩具，也不属于运
动器械。在骑行时易发生安全事
故。年龄较小的儿童很可能会把

“水精灵”误当作糖果而吞入，危
及生命安全。 新华

社会

一种名为蛭形轮虫的微生物
在西伯利亚冻土中冰封2 . 4万
年，被研究人员解冻后复活。据报
道，俄罗斯研究人员在西伯利亚
东北部雅库特地区阿拉泽亚河河
床采集土壤样本，在其中发现了
这种名为蛭形轮虫的微生物。蛭
形轮虫多见于世界各地淡水栖息
地，以耐寒著称。先前研究显示，
蛭形轮虫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
中能存活10年。 新华

蛭形轮虫
冰封2 . 4万年后复活

以色列发现
保存完整的千年鸡蛋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9日宣布在
特拉维夫市附近发现一枚约1000
年前的鸡蛋。考古人员在中部城镇
亚夫内考古挖掘时意外发现这枚
鸡蛋。当时，考古人员在挖掘一片
拜占庭时期的工业区时，发现了一
个粪坑，在其中发现了这枚鸡蛋。
由于得到粪坑内“柔软的人类排泄
物”保护，这枚鸡蛋得以完整保存。
该地区约2300年前开始养殖鸡，鸡
蛋和鸡肉公元7世纪开始作为蛋白
质替代品被人们食用。 新华

广州本轮疫情
首例确诊病例出院

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
斌通报，10日广州有2名确诊患者
出院，2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
隔离观察。这4名患者包括3名女性
和1名男性，分别是：75岁的本轮疫
情首例确诊病例郭某（女），于5月
21日入院；58岁的确诊病例何某
（女），于5月31日入院。另外2人为
47岁的无症状感染者陈某（女）和
42岁的无症状感染者周某（男），分
别于5月29日、6月1日入院。 新华

南非一名37岁女性7日在比
勒陀利亚一家医院产下十胞胎，
是7男3女。这位名为西索尔的女
性先前已育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
她的家人9日发布声明说：“2021
年6月7日上午11点左右，我们接
到医院电话，被告知孩子们出
生……孩子们和妈妈当前状态良
好，仍在留院观察中。”她的丈夫
泰博霍说，妻子在怀孕29周时接
受了剖腹产手术。 新华

南非一女性
产下十胞胎

美一甜品店推出巧克力蝉

顾客被错收1488元
涉事店：已退款致歉

6月5日，长春一名女子在“味
千拉面”点了两碗面和一份鱼共
计148元，结账时工作人员多按了
一个“8”导致女子被收了1 4 8 8
元。女子称，此后，店铺工作人
员称无权退款需要向总部上
报，她等待多天仍未收到退款。
6月9日，涉事的长春味千拉面
皓月大路店一名工作人员回应
称，6月8日已退回相关费用，并向
该客人致歉。 澎湃

“零容忍”严打违法违规
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被罚

强监管态势下，年内已有多
家上市公司实控人遭到处罚。据
统计，截至6月9日，共有44家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遭受违规处罚，6
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遭到证监
会立案调查，此外还有多家公司
披露实控人刑事处罚公告，原因
包括涉嫌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
披违规等。 新华

澳专家用新技术了解
蜂蜜来自哪些蜜源植物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机构
主导的研究发现，通过一项花粉
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新技
术，能够探明某群蜜蜂酿造的蜂
蜜源自哪些植物，并借助这些信
息了解蜜源植物分布情况。相关
研究发表在新一期英国期刊《生
态与进化》上。 新华

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今年
夏天有数亿只蝉破土而出。经过
美国马里兰州一家甜品店的“妙
手”，蝉变身美味的“巧克力蝉”，
颇受消费者欢迎。名为“糖块泡芙
巧克力”的店家推出这款甜品，用
巧克力裹脆炸蝉，目前供不应求，
订单排到10天后。 新华

缅甸中部发生
坠机事件致12人死亡

据缅甸曼德勒省消防部门消
息，一架载有16名乘客的军用飞
机10日上午在缅甸中部曼德勒省
彬乌伦市降落时坠毁，造成至少
12人死亡。 新华

印花税法来了
我国18个税种已有12个立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10日表决通过了印花
税法。这部法律总体上维持现行税
制框架不变，适当简并税目税率、
减轻税负。随着印花税法制定出
台，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2个
税种制定了法律，税收法定加快
落实，税收立法再进一程。 新华

记者从楚雄彝族自治州应急
管理局获悉，目前当地暂未接到
人员伤亡报告，相关情况正在抓
紧核实，救援力量正迅速集结。据
双柏县城部分居民介绍，地震震
感强烈，但是持续时间不长。昆明
市也有明显震感。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
月10日19时46分在云南楚雄彝族
自治州双柏县（北纬24 . 34度，东
经101 . 91度）发生5 . 1级地震，震
源深度8千米。 新华

云南双柏发生5 . 1级地震
县城震感强烈

从山西代县县委宣传部了解
到，6月10日12点49分，代县有关
部门接到报告，聂营镇大红才铁
矿4号井发生透水事故，井下13人
被困。目前，当地政府启动应急机
制，全力开展救援。 央视

山西代县一铁矿
发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

文旅执法部门查处354件
旅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

10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自今年3月启动专项行动查处旅
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以来，全国
共出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
5 . 8万余人次，检查各类旅游市场
经营单位1 . 9万余家次，立案调查
354件。此外，对旅行社自建网站
的执法检查中已重点检查1015家
网站，责令525家旅行社自查整
改，指导旅行社依法注销123家网
站、121个网络推广用户。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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