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A09速览

编辑：武俊 组版：刘燕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科技·万象 环球

五部门发文要求增强
社会职业健康意识

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等
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有效落实

“防、治、管、教、建”五字策略，强化
党委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步增强全
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有效提高劳
动者健康水平。据悉，2022年4月25
日至5月1日是第20个《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人民

拜登对俄船只发禁令
俄限制美副总统等入境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1日
宣布，美国将禁止与俄罗斯有关
联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或进入
美国海岸。同一天，俄罗斯外交
部列出一份“黑名单”，限制美国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脸书平
台母公司“元”公司创始人马克·
扎克伯格等政商界人士入境俄
罗斯。 新华

社会

曾经想过火烈鸟为什么是粉
红色的吗？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

《彩色生活》展示的幼年火烈鸟
羽毛是灰白色的，只有在进食盐
水虾和蓝绿藻后，才会形成粉红
色。这些食物对其他动物来说可
能是危险的。那么，火烈鸟是如
何吃这些食物而不生病的呢？这
得益于它们特殊的新陈代谢，这
种鸟能够在肝脏中处理这些有
害的物质，将它们分解为功能成
分和色素。 新华

4月2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表示，为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商务部将会同各地
商务主管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消费促进工作，在贯彻落实好已
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基础上，结合地
方防疫具体情况，推动出台有针对
性的促消费举措，多措并举促进消
费持续恢复。其中，提升传统消费
能级、加快新型消费发展、优化消
费平台载体等将成为重点。其中，
在提升传统消费能级方面，鼓励汽
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新华

商务部多措并举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美国将向乌克兰
提供额外安全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21日说，美国
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亿美元的
额外安全援助和5亿美元直接经
济援助。拜登说，他将于下周向
美国国会申请额外预算，确保美
国能够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弹药和经济援助。 新华

独特肝功能
使火烈鸟变成粉红色

上海6人伪造买卖防疫
保障车辆通行证被抓

22日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日
前，宝山警方根据线索破获一起伪
造、买卖防疫保障车辆通行证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余某乾利用图
像处理软件伪造了数十张防疫保
障车辆通行证，卖给邢某祥、詹某
财和徐某运。三人在明知通行证
是伪造的情况下，为牟利再次加
价售卖给詹某俭、陆某红等人。目
前，犯罪嫌疑人余某乾等六人因
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新华

无疫情地区严禁
以防疫为由不让农民下地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印发《统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工作导则》
称，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要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不得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严禁以防
疫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
封村、不让农民下地，及时打通
影响农民回乡务农、农机上路作
业、农资调运下摆、农产品生产
供应等的堵点卡点，保证农业生
产正常开展。 中新

英国首相访问印度
只签大单不“说教”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21
日起访问印度，拟与印度签署价
值10亿英镑的双向投资大单，提
升两国在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卫
星发射等领域的合作。围绕俄乌
冲突问题，印度立场与欧美各国
不同。约翰逊出发前，英国首相府
表示，约翰逊此行不会就俄乌冲
突问题给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上课”。 新华

公安部全力保障疫情
防控期间交通安全畅通

22日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
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建立完善省际
间警务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对
路网交通运行态势的全时段、全覆
盖、全方位监测，及时预警、及时处
置突发警情，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公安机关
继续推出“网上办、掌上办、延期
办、容缺办”等措施，及时主动公布
防疫通行管控措施，便捷企业办
事，方便群众出行。 新华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4月24日
至28日清晨，“连珠”的木星、金
星、火星和土星将与一轮月亮相
伴，上演“四星连珠伴月”天象。届
时只要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好，
我国公众可以连续5天凭借肉眼
目睹这罕见且有趣的一幕。4月24
日之后，月亮会依次与土星、火
星、金星和木星相伴。其中，24日
至25日，月亮离土星最近；26日离
火星最近；27日离金星最近；28日
离木星最近。 新华

天宇将连续上演
“四星连珠伴月”

朝韩领导人写信
互致问候

财经

银保监会：
继续严打非法集资

21日从银保监会获悉，2022
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日
前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会议指
出，2022年打非处非工作要提高
政治站位，紧扣防反弹、保稳定中
心任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着
力遏制增量、消化存量、管控变
量。会议强调，要继续对非法集资
保持严打态势，形成有力震慑。紧
盯养老、投融资等重点领域，稳妥
有序出清风险。 新华

从科技部获悉，国家开发银行
日前正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成功发行首单100亿元“重大科技
成果产业化”专题金融债券，所募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包括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示范工程、“百城百园”行动
等有关信贷项目。据悉，本次3年期

“科技债”发行利率2 .43%，认购倍
数达6.19倍。 新华

瑞士食品饮料巨头雀巢公司
今年前三个月涨价超5%。雀巢在21
日发布的最新财报中说，北美消费
者受产品涨价冲击最大，雀巢产品
在这一地区价格涨幅达8.5%；其次
是拉丁美洲，涨幅为7 .7%。雀巢首
席执行官马克·施奈德暗示，雀巢
产品准备进一步涨价。 新华

雀巢产品涨价超5%

百亿元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专题金融债发行

据朝中社22日报道，朝鲜劳
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
在寅日前交换了亲笔信，双方互
致亲切问候。报道说，金正恩20日
收到文在寅的亲笔信后，于次日
复信。文在寅在亲笔信中表示，他
离任后将为推动两国签署的共同
宣言继续努力。金正恩在信中回
顾了两国首脑发表历史性共同宣
言给全民族带来的希望。 新华

女子发朋友圈被开除
官方回应：已展开调查

河南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22日发布通报称，4月21日，针
对网上反映“睢县康梦园医养保健
服务有限公司(原康宁医养中心)开
除员工”一事，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已展开
调查，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切
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近日，该中
心女员工因在朋友圈发布羡慕别
人按时发薪水而被开除。 中新

人民币中间价下调
102个基点跌破6 . 4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连续两
日走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数据显示，4月21日，人民币兑美
元中间价报6 . 4098，下调102个
基点，创2021年11月11日来新低。
受此影响，当日在岸人民币收报
6 . 4500，较上一交易日跌347个
基点，跌幅0 . 54%。

经济参考报

近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发出全国首份子女教育指导书，为
非婚生子女的父母依法、科学带娃
提供指导和遵循。34岁的王大强
与22岁的张甜甜相识于2014年，
2016年非婚生下女儿小甜甜。两
人分手后因抚养费闹上法庭，后
经调解，二人对孩子的抚养费支
付时间和后续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鉴于小甜甜目前的生活状态，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给王大强
和张甜甜制发了子女教育指导书，
指导书明确了双方的法律权利义
务以及科学带娃的意见建议。央视

全国法院首份
子女教育指导书发出

巴西百岁老人创纪录
在同一家公司工作84年

巴西百岁老人瓦尔特·奥尔特
曼在一家纺织企业连续工作了84
年，创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时间最
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据吉尼斯世
界纪录网站介绍，奥尔特曼生于
1922年4月19日，1938年1月17日进
入圣卡塔琳娜州布鲁斯基市勒诺
工业公司工作。他起初是运输部门
一名助理，后来晋升为行政助理，
最后成为销售经理。 新华

综合外媒报道，英国科学家
发布研究报告称，英国一名患者
感染新冠近一年半，长达505天，
或是世界上已知持续时间最长的
病例，这名患者最终死亡。英国盖
伊和圣托马斯国民保健信托基金
会传染病专家卢克·布拉登·斯奈
尔表示，“这看起来是报告感染新
冠时间最长的病例。” 中新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议会21
日同意将向全市老人、未成年人
及部分青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
以鼓励民众环保出行。依据相关
计划，里斯本市所有18岁以下居
民、年龄不超过23岁的学生以及
65岁以上老人将可免费乘坐地
铁、公交车以及多数其他轨道交
通。 新华

中国消费者协会22日发布的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
报告（2021）》显示，2021年，全国
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04 . 5万件、同比增长6 . 4%，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 . 2亿元。其
中，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食
品类投诉近8万件。 新华

2021年，公安机关共侦破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
案件2 . 1万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83起重大案件全部告破。这是21
日从公安部获悉的。去年以来，全
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昆仑”专项
行动，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人民

2021年消协组织共受理
消费者投诉超百万件

去年共侦破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伪劣商品案2.1万起

高三学生“点亮”
一颗小行星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
中学熊家锐小组发现的一颗主带
小行星，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
星中心确认，根据该中心的相关规
定，熊家锐小组将拥有此小行星的
命名权。熊家锐是该校的一名高三
学生，从小喜爱天文学，曾两次入
选天文奥赛国家集训队。 新华

英国一患者感染新冠505天
或是时间最长病例

里斯本将向老人和青少年
提供免费公共交通

一季度纪检监察机关
处分11 . 2万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2日
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
接收信访举报85万件次，立案14 .3
万件，处分11 . 2万人，包括省部级
干部16人，厅局级干部596人。新华

22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刘友宾表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在环
境空气状况方面，2022年一季度，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83.8%，同比上升2.9个百
分点；PM2 . 5平均浓度为43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4.4%。 人民

一季度全国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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