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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警察
推出微信官方账号

1月10日是中国人民警察节，
香港特区警察当天正式推出微信
官方账号，期望通过微信平台加强
与公众沟通，宣扬防骗、灭罪讯息，
推广警队活动，让市民进一步了解
警务工作。展望未来，香港警察会
继续维护国家安全，致力维持社会
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新华

到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预期达95%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国
家发改委等多部门日前印发《“十
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规划》提
出，到2025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
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
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
新水平。其中，到2025年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率预期达95%。 中新

哈萨克斯坦骚乱被捕男子
称有人出钱让他参加抗议

据俄罗斯卫星网9日报道，一
名因在哈萨克斯坦参与骚乱被捕
的男子承认，他来自吉尔吉斯斯
坦，此前有人给了他9万坚戈(约合
206美元)，让他前往哈萨克斯坦参
与抗议。据报道，这名男子表示，

“一些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只要
参加(哈萨克斯坦的)抗议，就能给
我9万坚戈，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斯
坦没有工作，所以我同意了。”中新

上证指数结束四连跌
创业板指翻绿

在2022开年A股“开门不红”
的情况下，10日，上证指数终于结
束四连跌。当天，A股三大指数集
体低开后下探回升。午后维持窄
幅震荡，创业板指翻绿。截至收
盘，上证指数涨 0 . 3 9 %，收报
3593 . 52点，成交额4434 . 0亿元
(人民币，下同 )；深证成指涨
0 . 44%，收报14406 . 97点，成交额
6079 . 8亿元；创业板指跌0 . 04%，
收报3095 . 69点，成交额2313 . 1
亿元。 中新

财经

为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科
学家在药物研发上付出了巨大
努力。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黄波教授称，经过
10个多月的努力，其研究团队有
了新发现。黄波表示，微颗粒作
为一种新型生物载体，已应用于
临床，安全性较高，有望成为新
冠治疗新策略。 科技日报

免疫逃逸或是奥密克戎
快速传播的主因之一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最
新在线发表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
文，其揭示出新冠病毒变异株奥
密克戎(Omicron)在南非的检出
和传播动力学显示，免疫逃逸或
许是被观察到的奥密克戎快速传
播能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据了解，
奥密克戎的出现和快速传播对全
世界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对非洲，
那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完
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 中新

8岁男孩写作业时与爸爸起了
争执，爸爸气得伸手揍娃，孩子马
上举起手挡，忘了手里有一支削尖
的铅笔，笔尖直直插进了后脑勺！
在武汉儿童医院，经过连夜急诊手
术，孩子终于转危为安，于9日康复
出院。专家提醒，异物入体非常危
险，一定要立即送医治疗。 中新

写作业时父子起争执
铅笔插入8岁男孩后脑勺

纽约一公寓火灾致19死
或因电加热器引发

美国纽约市消防局称，当地
时间9日，该市一幢高层公寓发生
大火，造成包括9名儿童在内的19
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初步调查
表明，这场火灾或因电加热器故
障而起。纽约市长亚当斯(Er ic
Adams)表示：“这是纽约市现代
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 中新

我国科学家发现
新冠肺炎治疗新策略

国内油价“汽跌柴涨”
未来将稳中有升

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显示，
上周（受元旦假期影响，取1月4日—
7日均值），全国92#汽油平均批
发价格为7829元/吨，较前一周下
跌3元/吨；柴油（含低凝点）平均
批发价格为7520元/吨，较前一周
上涨31元/吨，汽、柴油总体价格
水平环比“汽跌柴涨”。分析认为，
预计下一周期国内汽、柴油批发
价格稳中有涨。 新华

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纳入淘汰类产业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修改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的决定中，将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纳入淘汰类产业。据不完全统
计，2021年，内蒙古、云南、新疆、青
海、四川、安徽、河北、江苏、浙江、
福建、江西、海南12省份出手整治
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中新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被判4年监禁

缅甸一法院10日判处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4年监禁，罪名包括非
法进口及拥有进口对讲机、违反
防疫规定等。昂山素季及其辩护
律师在法庭上坚持无罪辩护，但
未被法庭采纳。2021年2月1日，原
民选总统温敏、昂山素季及全国
民主联盟(民盟)部分高级官员被
缅甸军方扣押。 中新

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
英国今年6月连休4天

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登基70周年，英国6月2日和3日
将放假，与4日和5日的周末连成
一个假期，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据法新社报道，
白金汉宫10日发布了庆祝女王登
基70周年的活动计划详情。主要
庆典将安排在6月2日至5日。现年
95岁的女王在父亲乔治六世去世
后于1952年2月6日即位，1953年
举行加冕典礼，是英国迄今最长
寿、在位最久的君主。 新华

喜茶部分产品降价
回应：并非高价茶饮

1月10日，有网友发现喜茶部
分产品降价，其中，纯茶类降价3-
5元、5款水果降价2-3元、芝士降1
元，例如芝芝芒芒降了3元。对此，
喜茶对中新财经表示，喜茶此次
确实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了下
调。此次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格，是
为了让用户能够更加方便、低成
本地喝到喜茶。“主流产品价格长
期维持在19—29元之间，喜茶并
非所谓高价茶饮。” 中新

央行开出新年首张
千万级罚单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
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东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因违反信用
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
规定，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以
罚款人民币1674万元，并责令限
期改正。这也是2022开年以来央
行系统开出的第一张千万级别银
行罚单。 新华

吉林发现被猎杀的狍子
“凶手”疑似野生东北豹

记者10日从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管理局天桥岭局和吉林省天桥
岭森林公安分局获悉，在天桥岭
张家店林场辖区内，一只“东北神
兽”狍子近日疑似被大型猫科动
物猎杀。工作人员根据野生动物
现场留下的足迹和牙齿撕咬的痕
迹初步分析，该狍子的死亡原因
疑似野生东北豹所为。 中新

我国连续5年保持
暴恐案事件“零发生”

1月10日是中国人民警察
节。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蓓
表示，该部全力打好反恐防恐

“组合拳”，全国连续5年保持暴
恐案事件“零发生”。 中新

太原铁路开行重载列车87对
满足电煤保供运输需求

1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
太原局集团利用此次调图优化
货物列车开行，大秦线湖东往返
柳村南间每日安排1万吨、1 . 5万
吨、2万吨重载列车开行87对，全
力满足电煤保供需求。 中新

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起诉前总理埃胡德·奥尔
默特诽谤案10日在特拉维夫一家
法庭举行首次听证。内塔尼亚胡
去年5月起诉奥尔默特诽谤并索
赔大约27万美元，缘由是奥尔默
特在一次访谈中称内塔尼亚胡一
家人“有精神病”且无可救药。按
内塔尼亚胡说法，奥尔默特执意
伤害他和家人、抹黑其名声。新华

以色列两名前总理
闹上法庭

全国范围已实现
5项户籍业务“跨省通办”

10日，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国范围已实现工作调动
户口迁移、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
移、父母投靠子女户口迁移等5项
户口迁移和开具户籍类证明“跨省
通办”。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异地
新生儿入户、首次申领身份证“跨
省通办”正在推进。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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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一号高炉建成
国家工业遗址公园

记者10日从中国宝武宝钢股
份武汉钢铁有限公司获悉，被称
为“光荣炉”的武钢一号高炉及周
边配套设施已建成国家工业遗址
公园，预计春节后开放。1958年9
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新
中国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新中国
的钢铁长子武钢从此诞生。新华

美国近四分之一医院
报告“严重缺人”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约24%
医院报告“严重缺人”。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 9日报道，全美约
5000家医院8日向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汇报数据，其中近1200家说
目前人力短缺严重，比例为疫情
暴发以来最高。另有100多家医
院说下周将面临人手不足。新华

京津冀联合治理建筑垃圾
违法违规处理行为

为进一步加大建筑垃圾污
染环境治理力度，京津冀建立建
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理和跨省偷
运乱倒整治工作联动机制，联合
治理偷运乱倒、违法处置建筑垃
圾等非法行为。 新华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