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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对张恒
处罚3227万元

18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张
恒的处罚结果。张恒作为郑爽参
演《倩女幽魂》的经纪人，帮助郑
爽掩盖“天价片酬”，规避行业主
管部门监管，逃避履行纳税义务，
被依法处以3227万元罚款。新华

中国哺乳动物
有12目59科254属686种

近日，《中国兽类名录（2021
版）》已完成编著。中国动物学会兽
类学分会组织国内长期致力于兽
类分类的科研人员合力完成了这
项研究。截至今年6月，中国共有兽
类（即哺乳动物）12目59科254属686
种，约占世界兽类总数的10%。按照
此次《名录》的研究成果，中国兽类
分为长鼻目、海牛目、攀鼩目、灵长
目、兔形目、啮齿目、劳亚食虫目、
翼手目、鲸偶蹄目、奇蹄目、鳞甲目
和食肉目等12个目。 人民

总投资196亿元的8个项目
在陶博会开幕式签约

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
览会18日在江西景德镇开幕，海
内外主要产瓷区的800多家陶瓷
企业通过线下和线上参展，数千
名海内外陶瓷产品采购商、贸易
商将开展有关陶瓷贸易和陶瓷文
化交流的多项活动。总投资额达
196亿元的8个项目在开幕式现场
进行了签约。 新华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揭晓
曲阜鲁国故城等入选

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
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值此中
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开幕式上
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山东
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
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
鲁国故城、临沂银雀山汉墓、山东青
州龙兴寺遗址等入选。 人民

今年1-9月我国外贸增速
达10年来最高水平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1-9
月，我国外贸规模、份额再创新高。
从规模看，1-9月，以人民币计，进
出口、出口、进口金额分别为28 .33
万亿元、15 .55万亿元和12 .78万亿
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9月
单月进出口3 .53万亿元，创月度新
高。从增速看，进出口、出口、进口
同比分别增长22 . 7%、22 . 7%和
22.6%，均为10年来最高水平。央视

港交所推出MSCI中国A50
互联互通指数期货

香港交易所18日推出MSCI中
国A50互联互通指数期货，这是港
交所上市的首只A股期货品种。这
只全新的期货合约，以MSCI中国
A50互联互通指数为基础，从沪深
港通买卖的上海及深圳上市大型
股中挑选50只股票，并确保从每个
行业中选出最少2只股票。 新华

牵动韩国大选地产弊案
关键人物被拘

韩国一起房地产开发项目贪
腐案的关键人物南旭（音译）18日
一回国便被调查人员带走。这起
弊案牵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李在明，正在成为大选焦
点。韩国定于明年3月9日选举总
统，“大庄洞地产弊案”成为近期
最热门的议题之一。最大在野党
人民力量党指认李在明是背后

“主谋”，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并敦
促他退出总统选举。 新华

印度南部暴雨
致死人数增至26人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多地持续
暴雨引发洪灾和山体滑坡，目前
死亡人数已升至26人。据报道，喀
拉拉邦戈德亚姆、伊杜基、阿拉布
扎地区目前受灾严重，分别有13
人、9人、4人死亡，多人失踪。印度
军队和国家灾害应急部队等正在
各地开展救援行动。 新华

甘肃捣毁特大地下钱庄
涉案金额756亿余元

记者近日从甘肃省公安厅经
济犯罪侦查总队了解到，警方破
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案件，打掉
犯罪团伙5个，36名犯罪嫌疑人被
移送起诉，涉案金额高达756亿余
元。2019年4月，甘肃省公安厅根
据一条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件线
索，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警方发
现，不到两年，由主要犯罪嫌疑人
控制的用于买卖外汇的账户，其
交易资金就高达756亿余元，涉及
全国各地银行账户达8000余个。
目前，法院已对29名犯罪嫌疑人
一审做出有罪判决。 新华

社会

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赵
林带领的研究团队，联合藏北高原
冰冻圈特殊环境与灾害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近期首次公开发
布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近20年
的定位观测综合数据集。青藏高原
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约106万平方公
里。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受全球
气候变暖影响，青藏高原多年冻土
发生了显著退化，自2002年以来，
10米至20米深度的冻土层地温以
每10年0 . 02℃至0 . 78℃的速度升
高。观测到的活动层最大增厚速度
为每年3 . 9厘米，最小增厚速度为
每年0.8厘米。 新华

我国学者发布近20年
青藏高原冻土观测数据

脸书拟在欧洲
聘万人建“元宇宙”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17日
宣布，5年内拟在欧盟国家雇用1万
名高技能人才打造“元宇宙”———
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新型虚
实相融的互联网平台。脸书公司视
这为未来发展方向。脸书首席执行
官马克·扎克伯格今年7月曾说，相
信元宇宙将成为移动互联网的“继
任者”，相信脸书将在今后大约5年
内，从“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变成一
家元宇宙公司”。 新华

宁波上线“放心充”服务平台
破解消费预充“退卡难”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宁波近日正式上线“放
心充”服务平台，有效解决预充办
卡“退卡难”等群众日常消费堵点
痛点，首批已有近200家门店入驻
该平台。消费者通过“放心充”小
程序等途径向商家购买预付卡，
充值后只有消费者实际产生消费
并确认核销，资金才会划拨给商
家。在退卡方面，开卡充值七日内
未产生任何消费的可申请无理由
退卡。因商家终止经营等情形导
致退卡的，经确认后将会按卡内
实际可退金额依原路径退至消费
者账户。 新华

版权保护助力
我国电影产业繁荣发展

截至10月10日，今年以来全
国电影总票房超 4 0 0亿元，达
401 .26亿元，银幕数量达80743块，
总票房和银幕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记者从第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
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电影行业
不断强化版权保护，为产业繁荣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版权环境。 新华

10月18日，美国前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因新冠并发症去世，终
年84岁。 新华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因新冠并发症去世

西班牙火山岛“越变越大”
重绘地图挑战多

西班牙政府打算拨款3亿欧
元，用于重建因火山喷发而损失
惨重的拉帕尔马岛。然而，岛上火
山喷发近一个月，截至17日仍无
停止迹象，甚至该岛面积随着岩
浆入海凝固而持续扩张，岛形不
断变化，这意味着地图绘制部门
又要忙活了。 新华

明知上家赵某（另案处理）处
所销售的减肥糖可能非法添加西
布曲明的情况下，仍各自以每盒
699元等单价对外销售。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18日对被告人郭美美、
汪邹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
依法进行公开宣判。该院以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郭
美美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20万元。 新华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郭美美获刑两年六个月

中国红色书画院等41家
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消
息，民政部近日向社会公布第八
批地方民政部门近年来依法取缔
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名单
包括中国红色书画院、中国天使
投资联盟、中国慢性病康复理疗
研究院、全国教师培训机构发展
联盟等41家非法社会组织。新华

最高检：袭警罪入刑后
已有4178人被提起公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在官网
公布2021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
主要办案数据。数据显示，从新
罪名上看，刑法修正案 (十一 )
新增的17个罪名中，已提起公
诉5568人。其中人数较多的罪
名有：袭警罪4178人，催收非法
债务罪613人，危险作业罪278
人，高空抛物罪222人，妨害安
全驾驶罪143人。 中新

18日沪深股指小幅回调

当日，上证综指以3571 . 05点
开盘，全天低位震荡，最终收报
3568 . 14点，较前一交易日跌4 . 23
点，跌幅为0 . 12%。深证成指收报
14350 . 02点，跌65 . 97点，跌幅为
0.46%。创业板指数收盘报3276.48
点。科创50指数跌0 . 78%，收盘报
1352 . 57点。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
少，约2700只交易品种上涨。新华

美南部一高校
发生枪击案致1死7伤

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格兰
布灵州立大学17日发生枪击案，
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这是这所
高校4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致命枪
击案。 新华

泉州欣佳酒店坍塌事故
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宣判

17日，福建泉州法院对欣佳
酒店“3·7”坍塌事故涉及的杨金
锵等13名被告人犯重大责任事故
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
公司、企业印章罪，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罪，行贿罪一案以及7起
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一审公开
宣判。2020年3月7日，位于泉州
市鲤城区的欣佳酒店所在建筑
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
亡、50人不同程度受伤，坍塌的
建筑物系泉州市新星机电工贸有
限公司综合楼。 新华

中宣部授予
张连印“时代楷模”称号

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
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张连印同
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
模”称号。张连印，男，汉族，山西
左云人，1945年1月出生，中共党
员，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新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院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7
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医院
出院，返回纽约家中。报道现年75
岁的克林顿12日因与新冠病毒无
关的感冒而住院。 新华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一间
“哭泣屋”，任何人可以到这里放
声哭泣、寻求心理帮助。据报道，
这间“哭泣屋”位于马德里市中心
一座建筑内。报道说，西班牙一些
精神疾病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感到
难为情，“哭泣屋”的设立旨在打
破西班牙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禁
忌。 新华

马德里“哭泣屋”
打破精神疾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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