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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四省份约30万名大学生
可跨地跨校修读学分
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可跨省
（区）
互聘，
约30万名大学生可跨校
修读1000门精品课程……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以下简称三省一区)教育厅近日
联合印发文件，
推进普通高等学校
开放办学，在学生联合培养、教师
互聘、协同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
加强合作，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
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
新华

主要城市“体检”报告
小型城市得分最高
日前，
《 清华城市健康环境指
数》在博鳌健康大会发布。结果显
示，
中国城市健康环境指数总体水
平较高，
排名位于优秀和良好级别
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线以
南，
呈现出南方城市环境总体较好
的局面，
并有由内陆向沿海地区城
市环境越来越好的趋势。同时，中
心城市位于东部地区的健康环境
整体水平较为领先，
一般地级市则
差距不大。从人口规模来看，小型
城市的健康环境得分最高。 中新

第五批药品国采本周开标
多家上市药企
“踩点”
过评
记者获悉，
第五批国家药品集
采品种的价格申报和供应地区确
认将于6月23日进行，多家上市药
企赶在开标前夕
“踩点”
过评，
以获
得国采竞标
“入场券”
。
此次集采共
有58个品种137个品规被纳入，是
品种数量最多的一次。
新华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将于近日离任回国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1日宣
布，在赴美工作逾8 年后，将于近
日离任回国。在临别之际，崔天凯
特别向广大在美华侨华人对自己
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 。崔 天 凯 指 出 ，中 美 建 交42 年
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成就，两
国利益早已紧密交融。在美侨胞
一直以融贯中西的优势，成为中
美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 中新

速览

组版：刘淼

财经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
全线铺轨贯通
22 日上午，在杭绍台铁路温
岭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根钢
轨平稳在无砟道床上铺设到位，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绍台铁
路全线铺轨贯通，为年底开通运
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杭绍台铁路
是国内首批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
范项目之一，项目设计时速350公
里，全长约266 . 9公里。
新华

首批公募REITs上市
万亿级市场稳起步
资本市场又一项改革创新成
果 落 地 ，万 亿 级 基 础 设 施 公 募
REITs市场稳步起步。
6月21日，沪
深交易所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
9只产品当天全部收红，
正式上市，
蛇口产园、首钢绿能涨幅居前，分
别为14.72%和9.95%。
新华

京沪高铁运营10年
载客13 . 5亿人次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京沪高铁将于6月
30日迎来运营10周年。
10年间，
京沪
高铁累计安全运送旅客13 . 5亿人
次。
据介绍，
京沪高铁沿线7省市经
济发达、人口稠密，所经区域人口
占到全国26 . 7%，所经24座城市中
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有11座。
“在
旅客发送量最高峰的2019年，
京沪
高铁年旅客发送量达到2 . 1 亿人
次，
以我国高铁3.7%的营业里程完
成了我国高铁9 . 3%、全国铁路6%
的旅客发送量。
”
新华

数字化能力成新锐品牌
快速增长核心竞争力
当下，
新锐品牌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展，
很多品牌的增长速
度已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的几十
6月22日，
倍甚至上百倍。
在
“顺势·
向新”
新锐品牌沙龙现场，
历时4个
月，通过对200多个10年及以内出
现在中国大陆市场，
营收增速远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新锐品牌进行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大
环境下，
数字化能力已成为新锐品
牌快速增长的核心竞争力。 中新

社会
山西代县铁矿透水事故
15人被刑拘
记者22日从山西省忻州市有
关部门了解到，代县大红才铁矿
“6·10”透水事故发生后，公安机
关已依法对铁矿实际控制人陈
某、企业法定代表人王某、总经理
郭某、安全生产矿长申某等15 名
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忻州市、代
县党委已对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企业所在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以及
县应急管理部门分管领导免职，
对忻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分管领导
停职检查。该事故造成13 名矿工
遇难。
新华

万象

11家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被降低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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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发现距今2 . 2亿年
火山岩柱状节理群

美国驻俄大使将于
本周返回莫斯科

6月22日消息，经地质遗迹调
查，
在青海省发现一处该省目前所
发现规模最大、
特征最典型的火山
岩柱状节理群，形成于距今约2 . 2
亿年左右的晚三叠世来自于地幔
的火山喷发岩浆所形成，
为典型的
大陆环境下形成的火山岩。 中新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当地时
间21日，
美国国务院证实，
美国驻俄
罗斯大使沙利文将于本周返回莫
斯科。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内德·普莱斯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
称，
“沙利文将在本周返回莫斯科。
”
部分原因是
“我们仍然致力于与俄
罗斯政府开放沟通渠道”
。 中新

山西永乐宫启动
壁画修复工程

德国2020年人口
出现负增长
德国联邦统计局21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德国境
内常住人口数为8320万人，较前
一 年 下 降1 . 2 万 。这 是 德 国 常 住
人口数自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
增长。
中新

三亚推旅游消费责任险
消费纠纷可获先行赔付
近年来，
三亚一些偶发的消费
纠纷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为打造三
亚旅游安全诚信品牌，
“ 三亚放心
22日上线。游客在三亚的一些
游”
场所发生消费纠纷时，
可通过平台
内的
“投诉理赔”
板块，
在线实名提
交投诉证据后，
客服3分钟内受理，
30分钟内完成先行赔付。 中新

新闻

我国现存最大道教宫观——
—
山西永乐宫近日启动史上规模最
大的壁画修复工程，
本次工程主要
修复的是龙虎殿和重阳殿的壁画。
其中，龙虎殿壁画病害面积为195
平方米，重阳殿壁画病害面积为
353平方米。
新华

陕西发现一处
宋金时期村落遗址

记者22 日从民政部了解到，
民政部日前发出公告，中国电影
电视技术学会等11家社会组织评
估等级被降低或取消。据了解，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等8 家社会
组织连续2年年度检查基本合格。
此外，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在其分
支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违反
相关规定，被取消评估等级。新华

考古工作者近日在陕西省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发现一处宋金时
期村落遗址。
这处遗址在陕西省西
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张旺渠村北
侧，
距离西侧的沣河约700米。
遗址
南北长约190米，东西宽约180米，
总面积约3 . 4万平方米，现归属于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新华

400余名师生被困水中
森林消防紧急救援

钢铁厂变身3A级景区
工人兼职做“导游”

22日上午，内
由于连日降雨，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400余名师生被困宿舍
一学校内，
楼内，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消防
指战员立即出动前往救援。救援
人员使用无人机确认被困人员位
置。经勘查，被困人员周围水深达
1 . 5米，大水已经漫进宿舍楼内。
消防救援人员分段分批次将被困
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
中新

“方大萍安钢铁始建于1954
年，是江西最早建成投产的钢铁
企业……”在展厅里，学生们仔细
聆听讲解员林芬讲述萍安钢铁的
历史。林芬是萍安钢铁的一名普
通员工，因企业获评为国家3A级
旅游景区，公司发展工业旅游项
目，她做起了“兼职导游”
。
标准的
普通话，专业的知识讲解，让大家
难以相信她是一位普通工人。
中新

朴槿惠私宅将拍卖
鉴定价1800万元人民币
韩国法院司法拍卖专门企业
GG Auction22日发布消息称，
韩国
前总统朴槿惠位于首尔市瑞草区
内谷洞的私宅，
将于8月9日进行为
期四天的第一次拍卖，
以追缴朴槿
惠拖欠的罚金和犯罪所得金额。
该
私宅鉴定价为31 . 6554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1807 . 3万元)。 中新

缅甸曼德勒市区
发生武装冲突
缅甸安全部队和武装人员22
日上午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市区发生武装冲突，
武装人员方面
4人被打死，
8人被捕，
另有4人在逃
跑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新华

外籍打工者锐减
英国多行业遇用工荒
英国伦敦米其林星级餐厅
“皮耶达泰尔”因人手不足被迫停
止供应午餐。据英国媒体22 日报
道，随着英国解除防疫限制措施，
经济正在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但
多 个 行 业 出 现用工荒，岗位空缺
总量达到去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
据介绍，
造成用工荒的主要原因是
疫情造成外籍打工者锐减。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