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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到2025年力争
普通话普及率达85%

以“普通话诵百年伟业，规
范字写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
24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
幕式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举行。记者在开幕式上
了解到，我国将按照“聚焦重
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推
普工作新方针，实现到2025年全
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
的目标。 新华

我国5G终端连接数
截至8月底近4 . 2亿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
至8月，国内5G手机出货量1 . 68
亿部，同比增长8 0%。截至8月
底，5G终端连接数近4 . 2亿。智
慧 医 疗 、远 程 办 公 、智 能 制
造……随着5G大规模应用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更加智能、
便捷的5G生活。 新华

超一本线38分入读浙传
脑瘫男孩：从未想过放弃

缺氧性脑性瘫痪、9岁学会走
路、高考超贵州一本线38分……
这是浙江传媒学院媒体工程学院
2021级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吴
烨的“逆袭”。谈及求学生涯，他说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只是
走路不方便而已，其他的都和正
常人一样。” 中新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总核算结果出炉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总核算委员会14日公布总核算结
果。其中有效直选选票增加了15
张，但不影响直选议席当选结果。
与13日公布的初步投票结果相
比，总核算后的14名直选议席当
选议员和12名间选议席当选议员
的当选结果不变。 新华

饮食店添加罂粟壳提鲜
老板被处行业禁入

记者14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揭阳市惠来县惠城
镇老三饮食店经营者方腾达犯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受到行
业禁入行政处罚。惠来县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定，老三饮食店在其
经营的卤狗肉中添加罂粟壳进行
提鲜吸引顾客，经营添加罂粟壳
的食品的经营额为3600元。中新

伪造CT诊断意见书逾千次
医院院长骗保被判刑

据湖南省医保局通报，湖南
衡东博爱医院原院长荆某茜和医
保科科长邓某、放射科医生谢某
伪造医学文书骗取医保基金被调
查。经查，2016年至2018年期间，
荆某茜安排医院医保科科长邓某
和放射科医生谢某通过伪造住院
病人CT诊断意见书1377人次，骗
取医保基金共计27 . 63万元。近
日，法院依法判决荆某茜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2万元。 新华

新西兰原住民政党
请愿更改国名

新西兰毛利党14日向议会请
愿 ，要 求 把 国 名 从 英 语 N e w
Zealand改成毛利语Aotearoa。德
新社报道，毛利党在请愿书中主
张，早该恢复毛利语在新西兰的应
有地位，把正式国名改为Aotearoa

（音译“奥特亚罗瓦”）。新西兰人口
500多万，其中欧洲移民后裔占
70%，毛利人占17%。 新华

美国佛罗里达一赌场
发生爆炸致26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佛罗
里达州南部一家赌场发生爆炸。
经营方发言人加里·比特纳说，工
人们对灭火系统进行例行维护
时，通往储气罐的一条管线破裂
并导致爆炸。爆炸在赌场二楼一
处不对公众开放的区域，对该楼
层造成大面积毁坏。爆炸导致6人
送医，另有20人在现场接受了治
疗。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中新

财经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拟于15日将4名“普通
人”送入太空，展开人类历史上首
次“全平民”团队绕地球轨道飞
行。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富商贾
里德·艾萨克曼为这次太空之
旅掏腰包，搭载他和另外3名乘
客的“龙”飞船，15日将在位于
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由“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预计
当晚8时以后5个小时内气象条件
适宜发射。 新华

SpaceX“全平民”团队
绕地飞行在即

日本百岁以上老人超8.6万
最高龄118岁，男性首过万

当地时间14日，日本厚生劳
动省公布数据称，日本百岁以
上高龄者达到86510人，连续51
年创新高。其中，女性有76450
人，占比将近9成，而男性首次
突破10000人。报道称，日本最
高龄老人今年118岁，她也被吉
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在世的世
界最高龄者”。 中新

人工关节平均降价82%
集采“国家队”再出手

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
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14日在
天津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
采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
3 . 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膝
关节平均价格从3 . 2万元下降
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
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首
年意向采购量共54万套，占全
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90%。据
了解，预计2022年3月至4月份，
患者可以用上降价后的人工关节
集采产品。 新华

山西大同发现
北魏“太和元年”墓群

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
布最新考古成果：山西大同新发
现一处北魏时期墓群，经专家鉴
定，该墓葬所处时代是北魏国力
日趋鼎盛之时。经抢救性发掘，共
清理出北魏时期墓葬44座。其中
13号墓形制独特，内涵丰富，纪年
明确，为“太和元年”，墓主名为

“贾宝”，是此次抢救性发掘的重
要收获之一。 央视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公
布，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过滤核
污水中放射性物质的“多核素去
除设备”的总计25个废气滤网有
24个发生破损。东电公司还汇报
说，该公司早在两年前检查设备
时就曾发现“多核素去除设备”的
25个滤网全部破损，当时仅更换
了滤网，但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
及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对此，原子
能规制委员会批评东电公司“管
理存在极大问题”。 新华

福岛第一核电站
废气滤网几乎全坏了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院长张坚一审获刑15年

9月14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原院长张坚受贿案，对被
告人张坚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
元；对张坚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张坚当庭表
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新华

鼓浪屿关闭岛上
所有景点室内场馆

记者从厦门鼓浪屿管委会获
悉，为配合厦门市疫情防控，鼓浪
屿核心景点联票暂停销售，风琴
博物馆、国际刻字艺术馆、钢琴博
物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鼓
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大北电报
共享遗产展及岛上其他景点的室
内场馆均自14日关闭。 新华

日本计划加大力度
处罚网络暴力

日本法务大臣上川阳子14日
说，计划加大力度处罚网络暴力，
对这类行为处以最长一年监禁或
最高30万日元（约合1 . 76万元人
民币）罚款。上川阳子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人权，
应将这种行为视作犯罪，“严肃对
待并加以遏制”。 新华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14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第130届广交会将于下月首次
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展期时间
为5天，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
区。广交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促
进平台，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 新华

第130届广交会将首次
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欧美天然气价格创新高
欧洲短缺尤甚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3日创
历史新高。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
同日上涨5 . 9%，创7年多来新高。
市场担心，北半球如果经历寒冬，
可能面临天然气储备不足，将进
一步推升天然气价格。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
道，欧洲是天然气短缺最严重的
地区，其天然气供应目前处于往
年同期最低水平。 新华

安徽芜湖“净网”行动
破获“传黄”大案

近期，安徽省芜湖市辖属无
为市警方在“扫黄打非·净网
2021”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涉嫌利用网络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摧毁一个横跨多省市的
网络“传黄”犯罪团伙，已抓获25
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

我国草原补奖政策
惠及1200多万户农牧民

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累计
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701 . 64亿元
用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共
惠及1200多万户农牧民。新华

我国研发智能航行商船
在青岛成功海试

9月14日，在青岛海事部门保
障下，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航行
300TEU集装箱商船“智飞”号，
在青岛女岛海区成功开展海试。
该船总长约110米，型宽约15米，
型深10米，设计航速为12节。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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