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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油价年内第11涨
一箱油多花5 . 5元

据国家发改委通知，6日24时
起，每吨汽油上调140元，每吨柴
油上调140元。机构测算，折合升
价89号汽油涨0 .10元，92号汽油涨
0 .11元，95号汽油涨0 .12元，0号柴
油涨0 . 12元。以油箱容量50L的普
通私家车计算，车主们加满一箱
油将多花5 . 5元左右。至此，成品
油调价年内呈现“十一涨三跌三
搁浅”的格局。下一次调价窗口将
在9月18日24时开启。 中新

首台数字人民币兑换机
将服务北京冬奥会

面向全国再招“乡村CEO”
杭州余杭求贤农村管理人才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发布
《2021年杭州市余杭区农村职业经
理人招聘公告》，正式面向全国招
聘农村职业经理人，基本工资18万
元/年，另有绩效奖励，共9个名额，
首次聘期为2年。这是当地第三年
集中招引农村经营管理人才。中新

我国将全面深化
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日发布。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 . 92平方
公里扩展至120 . 56平方公里。推
动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一
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推进
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
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
验平台。 新华

德国驻华大使贺岩去世
默克尔表示深切哀悼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6日表示，
德国驻华大使贺岩博士去世。据
美媒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
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称对贺岩
去世一事“深感震惊”，并对此表
示深切哀悼。德国驻华使馆公布
的简历显示，贺岩1967年2月15日
出生于基尔，于2021年8月24日正
式上任担任德国驻华大使。中新

卡扎菲之子萨阿迪
在利比亚获释

据外媒5日报道，利比亚当局
释放了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
菲的儿子萨阿迪·卡扎菲，萨阿迪
已乘飞机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
萨阿迪逃往尼日尔，在2014年被
引渡回利比亚，一直关押在的黎
波里。萨阿迪·卡扎菲出生于1973
年，是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中新

刚果(金)东北部发生袭击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和联合国
消息人士6日表示，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北部地区周末发生袭击，造成
至少30人死亡。 中新

A股三大指数均收涨
创指涨逾4%

9月6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
收涨。上证指数涨 1 . 1 2 % ，报
3621 . 86点。深证成指涨2 . 59%，
报 1 4 5 4 6 . 6 0 点。创业板指涨
4 . 06%，报3228 . 09点。两市成交
额连续第34个交易日突破1万亿
元。盘面上看，CRO概念、可燃
冰、北交所概念等板块领涨两市。
磷化工、有机硅概念、HIT电池等
板块跌幅居前。 中新

财经

聂海胜成首位
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

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9月6
日，聂海胜成为首位在轨100天
的 中 国 航 天 员 ！他 曾 先 后 于
2005年10月12日至16日执行神
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2013年6
月11日至26日执行神舟十号载
人飞行任务，被授予“英雄航天
员”称号。2021年6月17日，聂海
胜乘神舟十二号再次登入太空
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截至北京
时间2021年9月6日，聂海胜在
轨100天！ 中新

四川通江柒家坝山体滑坡
13间房屋被埋3人遇难

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委宣
传部消息：因连日大暴雨袭击川
东北，9月5日16:30左右，通江县
空山镇五福村二社柒家坝一处非
地质灾害监测点突发山体滑坡，
滑坡体冲过沟谷、公路，导致山体
对面5户13间房屋被埋，3名失联
人员被滑坡体掩埋遇难。 中新

9000年前中国南方先民
已会利用稻谷等酿酒

1万多年前，在钱塘江中上游
流域，人类开始驯化野生水稻。约
9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开始利
用稻谷等酿酒。这是记者从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的。201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蒋乐平等人在义乌市城西街道
桥头村发现了桥头遗址。它距今
约9000至8700年，出土了大量精
美的彩陶，也留下了约9000年前
的酿酒遗存。 新华

安徽省太湖县新闻办5日夜间
发布通报称，9月5日14时30分左
右，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牛镇镇龙
湾村百岭组茶厂山路，一辆皮卡车
翻车坠入山沟，当场造成11人死
亡，3人受伤。后一名伤员抢救无效
死亡。 中新

安徽太湖一起交通事故
致12人死亡2人受伤

九旬老人被卡30厘米墙缝
一夜后成功获救

9月6日上午，广西桂林市灌
阳县文市镇上堂屋屯一名90岁
老人被困在仅有30厘米的墙缝
中，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立
即赶赴现场处置。据了解，老人
已经被困在墙缝间一夜。经过半
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消防救援
人员成功将精疲力尽的老人从
墙缝中救出。 中新

普京愿与泽连斯基会晤
但“克里米亚免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5日说，俄总统普京
明确表示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会晤，认为两国关系需要改善。
不过，他强调，如果俄乌元首会晤
实现，克里米亚问题不在讨论之
列。克里米亚2014年脱离乌克兰
并入俄罗斯。 新华

渣打研究报告显示
人民币全球使用持续扩大

渣打银行6日公布的一份研
究报告显示，渣打人民币环球指
数(RGI ) 5至7月连续3个月上
升，7月再创历史新高。渣打指
出，2021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用
途较2015年更加丰富，RGI两次
达峰背后驱动因素极为不同，亦
证实了这一点。 中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429 .9万
北京老龄化程度加深

开通数字人民币大道、外币
直接兑换硬钱包、用碳减排值兑
换数字人民币……在2021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
服贸会)上，数字人民币的红色标
识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本届服贸
会对即将开幕的2022北京冬奥会
上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和功能
进行了预演。 羊城晚报

意大利特技飞行员
驾机穿越高速公路隧道

当地时间9月4日，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来自意大利的专业比
赛和特技飞行员Dario Costa进
行史诗级的挑战，成功驾驶飞机
穿过两条高速公路隧道。 中新

6日，服贸会2021智慧康养高
峰论坛召开。会上，北京市老龄协
会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底，北京
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总量为
429 . 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比例
上升到19 . 64%。人口老龄化程度
进一步加深。 中新

“毅力”号采集到
火星岩石样本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日确
认，“毅力”号火星车成功采集到
火星岩石样本。“到手了！”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的
账户当天以“毅力”号口吻发布消
息：“在光照条件不错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看见我采集到的岩芯还
在样本管里。” 新华

消费者“足不出户”解决
与银行保险机构纠纷

记者6日从银保监会获悉，为
提升银行保险消费者获得调解服
务的便利性，银保监会与最高人
民法院在已有的线下诉讼与调解
相衔接机制基础上，合作开发了
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在线诉调对接
系统，并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据
介绍，在线诉调对接系统集合了
法院的审判调解资源和银行业保
险业纠纷化解资源，具备在线音
视频调解、在线出具调解书、在线
进行司法确认等多项功能。中新

近年来我国市场主体
年均净增长超1000万户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
体总量1 . 46亿户。近年来，市场
主体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
右，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这
是记者6日从国新办“激发市场活
力规范市场秩序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发布会上获悉的。 新华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莱克兰
市5日凌晨发生枪击事件，导致4
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通报称与
枪手发生交火，嫌疑人身中一枪
后投降并遭逮捕。嫌疑人曾是海
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战争中担任过狙击手，疑似患
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新华

美国佛州枪击事件
导致4死1伤

国务院出台19条新举措
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再提速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
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简称《若
干措施》）在提升贸易、投资、国际
物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探
索司法对贸易投资便利的保障功
能等方面，提出19条针对性改革
措施。据了解，目前，21个自贸试
验区一共有28个建设方案，共推
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初
步构建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的
基本框架。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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