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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9日
指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及其核潜艇合作制造核扩散风
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如果
强行推进，就犹如打开潘多拉魔
盒，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更意味着历史的倒退。 新华

我国老年人口
抚养比为19 . 70%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
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11
月1日零时，全国（不含港澳台）老
年人口抚养比为19 . 70%，比2010
年提高7.80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
养比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
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
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
多少名老年人。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大陆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
中，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 . 64亿，
占总人口的18.70%。 新华

地中海发生6级地震
沿岸多国有震感

地中海东部海域19日发生6.0
级地震，沿岸希腊、土耳其、埃及等
多国均有震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地震信息网消息，地震发生在格林
尼治时间19日5时32分（北京时间
19日13时32分），震中位于希腊卡
尔帕索斯岛东南149公里处，震源
深度37.8公里。 新华

因度假错过原住民纪念日
特鲁多“认错”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8
日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
斯原住民社区，就他未能应邀出席
首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
动表示遗憾，称当天选择去海滩度
假是“错误”。今年9月30日是加拿
大第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多
地举行活动，纪念在加拿大原住民
寄宿学校被虐待致死的儿童。新华

疫情致英国音乐产业
失去三分之一岗位

英国代表音乐产业各方利益
的行业机构“英国音乐”18日说，由
于新冠疫情，英国音乐产业失去大
约三分之一工作岗位，为此呼吁政
府帮助音乐产业复苏。路透社援引

“英国音乐”最新年度报告报道，
2019年英国音乐产业提供了19 . 7
万个工作岗位，而2020年这一数字
为12.8万，降幅约35%。 新华

新冠检测不再免费
瑞士居民到法国“占便宜”

由于瑞士本月停止提供免费
新冠检测，一些边境地区居民选
择到邻国法国购买价格更便宜的
检测服务。在瑞士多数地方，一次
快速抗原检测收费47瑞士法郎

（约合327元人民币），而在法国一
次快速抗原检测收费最高不超过
22欧元（约合164元人民币）,且检
测结果获得瑞士方面认可。新华

中国海警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海上成品油走私案

近日，4·22特大成品油走私
案移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审查起诉，该案是中国海警局
直属第四局成功破获的特大成品
油走私案，共查获走私成品油母
船1艘、购买走私成品油的渔船4
艘，抓获涉案人员21人，现场查获
成品油约4730吨。根据掌握的线
索，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执法员
在文昌市东部海域查获1艘涉嫌载
有大量走私成品油的船舶。海警执
法员对船上人员进行控制，对嫌疑
人进行突击审讯，顺藤摸瓜将购买
走私成品油的渔船查获。 新华

一罪犯强行脱逃
吉林监狱发布悬赏通告

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61位

全国碳市场上线近百日
总成交额超8亿元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
称全国碳市场）上线即将满百日。
截至10月18日，全国碳市场总成
交额已超8亿元。随着首个履约
期临近，市场日渐活跃。7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交易。根
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显
示，截至10月18日，全国碳市场
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
1867 . 5万吨，累计成交额约8 . 45
亿元。 上海证券报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
多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19日，2021世界VR产业大
会云峰会在江西南昌开幕，大会
现场发布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在多
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的突破。据介
绍，在关键技术领域，我国虚拟现
实产业在近眼显示技术、多感官
协同技术、全景摄录技术、虚拟仿
真技术、内容处理技术等方面取
得重要突破。 新华

19日沪深股指全线飘红

19日，沪深股指全线飘红，
深证成指涨逾1%。当日，上证综
指以3562 . 30点开盘，全天震荡
走高，最终收报3593 . 15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 2 5 . 0 2 点，涨幅为
0 . 70%。深证成指收报14499 . 77
点，涨149 . 75点，涨幅为1 . 04%。
创业板指数涨 0 . 6 4%，收盘报
3 2 9 7 . 2 9 点 。科 创 5 0 指数涨
1 . 05%，收盘报1366 . 79点。沪深
两市个股涨多跌少，约2300只交
易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两
市约70只个股涨停。 新华

科技·万象

我国自主研制推力达500吨
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19日11时30分许，我国自主
研制、推力达500吨的整体式固体
火箭发动机在陕西西安试车成功。
该型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四研究院研制，直径3.5米，装药
量150吨，推力达500吨，标志着我
国固体运载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为
未来大型、重型运载火箭型谱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动力选择。 新华

明天猎户座流星雨
将迎来极大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哈雷彗
星的“礼物”——— 猎户座流星雨将
于 10月 21日迎来极大，极大时
ZHR（在理想观测条件下，辐射
点位于头顶正上方时，每小时能
看到的流星数量）为20颗左右。

猎户座流星雨是每年固定发
生的中小型流星雨，其母体为哈
雷彗星，这是第一颗被人类记录
的周期彗星，每76年左右绕太阳
一周。哈雷彗星上一次回归是在
1986年，下一次回归要等到2061
年。这颗大名鼎鼎的彗星“孕育”
了上半年的宝瓶座厄塔流星雨和
下半年的猎户座流星雨。 新华

云南保山近距离
拍摄到羚牛影像

近日，云南省高黎贡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隆阳分
局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
镜头近距离拍摄到羚牛活动的照
片。这是数十年来隆阳分局在管
护区内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国际濒危野生动物羚牛。该
管护局从2000年就开始高黎贡
山羚牛的调查研究，但一直没有
拍摄到影像资料。此次近距离拍
摄到羚牛，对开展高黎贡山羚牛
的保护和研究、牛科动物的进化
改良、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高黎贡
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新华

粤港澳大湾区首批
“跨境理财通”试点落地

备受关注的粤港澳大湾区
“跨境理财通”首批业务19日成
功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居民
饮“头啖汤”。当日，“北向通”和

“南向通”业务同步开展，业务落
地的银行覆盖国有银行、股份制
银行和外资银行。记者了解到，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是
人民银行牵头推动的金融创新
举措。试点坚持市场驱动，在宏
观审慎和资金闭环管理的框架
下，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便捷
地跨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行
跨境资产配置。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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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的公示》（以
下简称《公示》）。《公示》拟确定
120个项目为第一批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济
南市济南古城特色文化街区、
济南市印象济南·泉世界、青岛
市即墨古城、枣庄市台儿庄古
城、济宁市由阜尼山圣境、泰安
市泰山秀城·老街入选。 人民

文旅部拟确定120个国家级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官方微信消息，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马秀英于19日去
世，享年99岁，南京侵华日军受
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
存者仅剩61位。 中新

10月17日，一段配文为“在
九寨沟旅游，一名老年游客因为
没购买玉石，被导游骂得浑身发
抖”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网民
关注。18日晚，九寨沟官方发布
发文称，经九寨沟县综合执法部
门调查，确认该信息内容不真实。
据了解，视频拍摄于10月15日，
内容是一名游客因为高原反应
严重导致情绪失控，导游为其
提供氧气瓶并安抚其情绪，并
未有任何辱骂行为。视频在网
上传播后，该游客为此事发表
了声明，还原了现场所发生事
件的真实场景。 人民

游客未购物被骂得发抖？
九寨沟官方辟谣

中国科学院19日发布嫦娥
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新研究成
果。研究发现，月球最“年轻”玄武
岩年龄为20亿年，月球直到20亿
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比以往月
球样品限定的岩浆活动停止时间
延长约8亿年。 中新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揭示
20亿年前月球演化奥秘

北美最大集装箱港
集装箱拥堵创纪录

新冠疫情之下，美国多条供
应链吃紧。北美最大集装箱港口
美国洛杉矶港的负责人说，18日
大约20万个海运集装箱仍“漂”
在洛杉矶沿海等待进港，数量之
高创历史纪录。据报道，美国40%
的海运集装箱经由洛杉矶港和长
滩港入境。 新华

10月19日，雄安新区启动容
东片区首批安置住房分配现场摇
号工作，这标志着新区首批安置
房将陆续开始交付，容东片区作
为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即将投
入使用。容东片区是雄安新区
开发建设的先行区域，担负着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安
置回迁群众的重要任务。本次
安置房共交付400余栋，住房分
配涉及容城县、安新县9个乡镇
54个村，共1万余户、3万余人。
当前，首批安置房已完成竣工验
收，具备交付条件。 新华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启动
首批安置住房分配工作

据吉林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
消息，18日，吉林省吉林监狱发
布悬赏通告指，罪犯朱贤健18日
强行脱逃下落不明，对提供线索
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奖励人
民币十万元；凡是提供线索直接
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奖励人民币
十五万元。公告显示，2021年10月
18日18时许，吉林监狱罪犯朱贤
健利用收工时间，通过攀爬AB门
雨棚翻至监墙，强行脱逃。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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