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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坚决反对台美之间
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英
国《经济学人》称，美军已秘密驻
台一年有余。岛内媒体炒作。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对此应询表
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
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我们敦促
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
问题。 新华

使用马克龙健康码进医院
法国一男子被捕

当地时间10月11日，法国一
名男子出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健
康码进入了马赛市内的一家医
院。随后不久，该男子被赶往现场
的警察逮捕。这名男子交了罚款
并获释。据此前报道，马克龙的

“健康通行证”二维码于9月20日
晚被泄露至互联网。泄露的二维
码最终作废，无法再使用。 中新

发布侮辱志愿军英烈言论
男子被行政拘留十日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
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南昌新建公
安”11日发布通报称，该局对一名
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
论的男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10月8日，公安机关接群众举
报，网名“左右的佑佑”在新浪微博
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
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中新

中小学生视力筛查频率
每学年不少于2次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启动全国第二批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并印发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
指南（更新版）》，要求建立中小学
生视力定期筛查制度，开展视力
不良检查，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
于2次。 新华

查走私船香港女警殉职
两嫌犯在广东落网

广州市公安局11日通报“9·
25”快艇撞击香港执法船致香港
女警殉职案的侦办情况，先后抓
获邓某彪、邓某桥等涉案嫌疑人，
查获冲撞香港水警巡逻艇的涉案
快艇。9月25日，香港警方在沙洲
一带海域清查走私船舶时，一艘
执法艇被走私快艇(就是俗称的

“大飞”)冲撞，导致4名警员落水，
其中香港水警高级督察林婉仪不
幸殉职。 中新

全国电诈犯罪发案
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

记者11日从公安部获悉，自去
年10月全国“断卡”行动开展以来，
从根源上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快速上升势头。今年6月至8
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连
续3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一年来，国
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先
后组织开展6次全国集群战役，全
国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
法犯罪团伙2 . 7万个，查处违法犯
罪嫌疑人45万名，查处金融机构和
通信企业内部人员1000余名。新华

俄一架轻型飞机坠毁
造成16人遇难

俄罗斯一架L-410轻型飞
机10日在俄鞑靼斯坦共和国境
内坠毁，造成16人遇难，6人重
伤。据塔斯社援引俄紧急情况
部消息，这架L-410轻型飞机属
于一家航空俱乐部。当天机上
有2名机组人员、20名跳伞爱好
者。飞机从鞑靼斯坦共和国缅
泽林斯克市的机场起飞后不
久，在该市的无线电电子设施
基地附近坠毁。 中新

美海军工程师及妻子
涉嫌出售核潜艇信息被捕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一名美
国海军核工程师及其妻子涉嫌
试图出售核潜艇相关机密信息
在西弗吉尼亚州被捕。该工程
师特贝曾将一张包含潜艇核反
应堆相关文件的数字存储卡藏
在半块花生酱三明治中，而他
的妻子则负责望风。近一年来，
这对夫妇向他们认为代表外国
势力的一名“买家”出售有关核
潜艇设计的保密数据。这名“买
家”实际上是美联邦调查局一名
卧底特工。 中新

北交所全网测试收官
开市进入冲刺阶段

记者10日从北京证券交易所
了解到，全市场98家证券公司、10
家信息商、8家基金公司9日参加
了北交所开市第二次全网测试。
至此，北交所开市全网测试画上
句号。各项测试任务顺利完成，参
测机构技术系统运行平稳。新华

财经

据希腊《中希时报》报道，希
腊一男子偷盗摩托车后逃往该国
中部的南皮利翁市，并闯入前妻
家进行破坏。日前，希腊当地法庭
认定该男子摩托车盗窃罪等罪名
成立。不过，他被提告时，因无法
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新冠既
往康复证明、快速检测阴性证明
和自测阴性证明的任何一种，被
禁止出庭。据悉，被告甚至没有钱
去药店购买自测盒。 中新

希腊一男子偷盗被提告
没钱做核酸被禁止出庭

波黑小镇“旋转房屋”
可实现360度自由观景

在波黑北部城镇斯尔巴克，
一所“旋转房屋”由72岁的沃金·
库西克设计建造。该房子可以360
度旋转一圈，在室内可欣赏窗外
任意角度的景色。库西克说，房子
在最慢的速度下可以在24小时内
转一圈，而在最快的速度下，它会
在22秒内转一圈。 中新

香港中小学明年起
须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11日向
全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出通告，
就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
以及学校升挂国旗和区旗及举行
升国旗仪式事宜提供最新指引。从
明年1月1日开始，学校必须于每个
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纪念日、国庆
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旗。 新华

北京海关截获
境外邮寄仙人掌78株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邮局海
关在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邮件进
行监管时，查获78株仙人掌。经鉴
定，该批植物均属于《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Ⅱ内的仙人掌科濒危植物。
植物和附着的土壤容易携带有害
生物，可能带来植物疫情疫病风
险，甚至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
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 中新

印度军方11日在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与武装人员发生枪战，5名
印度军人在交火中丧生。印度军方
称，已将当地封锁，并向该地增派
部队，搜索行动仍在进行中。新华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枪战
致5名印度军人死亡

我国启动实施新一轮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等部门决定实施新一
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工程将以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
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主
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每年培训100万名创新型、应用
型、技术型人才。 新华

截至2020年末全国银行卡
累计发卡量89 . 8亿张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银
行卡累计发卡量89 . 8亿张，2020
年当年新增发卡量4 . 5亿张，同
比增长5 . 3%。 新华

变电站起火引发停电
日本首都圈铁路大量停运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中午12时
55分左右，JR(日本铁路)东日本
位于埼玉县蕨市的一个变电站起
火，并传出爆炸声，消防接报到场
后，花半小时扑灭火灾，无人受
伤，但导致首都圈的JR服务严重
受阻。受事故影响的线路包括山
手线、京滨东北线及湘南新宿线
等，不少乘客事后被困车内，有人
等了两个小时才能下车。 中新

记者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获
悉，上半年，互联网财险保费收入
472亿元，同比增长27%。数据显
示，在472亿元保费收入中，互联
网车险保费收入111亿元，同比下
降1%；互联网非车险保费收入
361亿元，同比增长39%。 新华

上半年互联网财险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27%

南京北极熊坐冷藏车
赴西安“娶媳妇”

10月10日晚，南京海底世界
“镇馆之宝”北极熊仔仔前往西安
“娶媳妇”。仔仔2010年来自俄罗
斯动物园，人工繁殖而生。此次，
仔仔乘坐厢式冷藏车前往西安，
车内温度控制在18到25摄氏度，与
它在场馆内温度一样。据了解，这
种跨园的个体交配对繁育优良后
代，增加人工饲养种群的遗传多
样性有所帮助。据悉，若时机成
熟、双方了解亲密接触后将会在
春季三四月份成功交配。 中新

三名经济学家分享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1日在斯德
哥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授予三名经济学家戴维·
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
吉多·W·因本斯，以表彰他们在
劳动经济学与实证方法研究领域
作出的突出贡献。 新华

2021年143家中国企业
入围世界500强

据统计，中国企业入围世界
500强的数量，2011年仅有58家上
榜，这个数字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2020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企业
达到133家，在数量上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继续领
跑，达到143家。 央视

荷兰一机场出奇招
用猪避免飞机撞鸟

近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
浦机场为避免飞机撞鸟想出奇
招。他们与当地养猪户达成协议，
让20只猪聚集跑道附近。项目设
立想法是，猪会把地面的农作物残
渣吃完，这意味着，大雁和其它鸟
类将不会在这里觅食。由于该机场
建于农田附近，常年吸引大量鸟类
前来觅食，据统计每1万次飞行中
约发生7次飞机撞鸟事件。 中新

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
达7000万亩左右

“我国有26个省份种植马铃
薯，面积在7000万亩左右，鲜薯年
产量达到9000万吨，分别占世界的
27%和24%，多年稳居第一。”近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表
示，西北、西南两大主产区域马铃
薯种植占全国的87%。 新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已超过5000处

我国已公布8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共计5058处，构成了
较为全面的文物保护体系。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胡冰11日指出，要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中新

伊拉克情报机构生擒
“伊斯兰国”财务管家

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
米11日说，情报机构在一次跨境
行动中活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财务管家萨米·贾西姆。他曾是
该组织前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
达迪的副手。卡迪米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说，抓捕贾西姆的跨境行
动是伊拉克情报机构史上“最困
难的行动之一”，贾西姆最终在境
外落网。卡迪米没有透露他被抓
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新华

上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1524.6万件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9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
受理举报1524 . 6万件。在全国主
要网站受理的举报中，微博、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快手、豆瓣、
今日头条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
占69 . 8%，达957 . 3万件。 新华

如何力推种业振兴？
业内人士称应多方发力

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但种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
进水平还有较明显差距。如何力
推种业振兴？日前在湖南长沙举
行的岳麓种业峰会上，部分业内
人士提出，要从加强种业资源利
用、加快育种创新攻关、推进种业
基地建设等方面发力。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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