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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左右我国
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9月20日，国家卫健委老龄司
司长王海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老
龄工作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
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
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
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
化阶段。 中新

吃东西老塞牙
可能是牙齿在求救

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专家表
示，吃东西老塞牙可能是牙齿在
发“求救”信号，提示有牙龈退缩
等情况。另外，长期的食物嵌塞会
引起周围牙齿的龋坏以及牙龈、
牙周的病变，需及时处理。建议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
每年洗牙一次。 央视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榜出炉
珠三角人口密度最大

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市域人
口密度最高的10个城市分别是深
圳、东莞、上海、厦门、佛山、广州、
中山、汕头、郑州和无锡。从前十
名来看，仅广东省就占了6个城
市，其中珠三角占了5个。专家表
示，珠三角的地域空间小，是全国
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目前珠
三角大城市之间基本是无缝对接
的。 第一财经

上海首家商业化运作
自闭症咖啡馆开业

日前，上海市首家商业化运
作的自闭症咖啡馆开业。今后，会
有5位患有自闭症的员工在这里
开启职业生涯，以市场化的价格、
标准化的服务，通过自己的劳动
赚取相应的收入。项目发起人之
一、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陈东帆
告诉记者，这样的模式能让自闭
症患者更多地与社会接触，有一
份真正的工作。 每日经济新闻

全球最大清洁化
煤制氢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9月19日，全球最大煤制氢变
压吸附装置项目在陕西榆林正式
投入运行，将有力助推我国煤炭
清洁高效转化。这个煤制氢装置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大型化变压吸
附专利技术，以煤炭为原料，每年
产氢总能力达35万吨。 央视

印度比哈尔邦
21人遭雷击身亡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灾害管
理部门20日说，该邦过去24小时
内有21人遭雷击身亡，死者多为
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据统计，比哈
尔邦有10个县报告了雷击伤亡事
故。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宣
布给每名死者家属提供40万印度
卢比（约合3 . 5万元人民币）补
助，并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遵
照灾害管理部门建议，尽可能不
在恶劣天气出门。 新华

《鱿鱼游戏》男主角李政宰
确诊新冠

当地时间9月20日，韩国演员
李政宰所属经纪公司表示，李政
宰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
性，现已暂停一切活动，按韩国防
疫部门的指引居家隔离。李政宰8
日前往美国，12日凭借《鱿鱼游
戏》夺得艾美奖剧情类最佳男主
角奖，成为第一个夺得该奖项的
亚洲演员。 中新

RCEP生效实施红利
日益凸显

2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区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与陆海新通道论坛上，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
长王受文表示，今年前8个月，中
国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贸易
额达8 . 32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
额的30 . 5%，RCEP生效实施红利
日益凸显。 新华

财经

19日，中科院粒子天体物理
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在演讲
中称，科学家团队正尝试用游戏
AI技术助力天文卫星探索宇宙，
攻克上百颗卫星协同观测的难
题，将我国空间天文观测技术推
向新高度。据了解，游戏AI在对
战真人玩家的过程中，能够不断
学习技战术，提升对复杂环境的
判断力，而这正是天文观测智能
化所要具备的关键条件。 新华

中国科学家训练AI
指挥上百颗卫星

新研究估算认为
全球蚂蚁总数约2亿亿只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香
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最新
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
表论文介绍，他们运用标准化方
法汇总了以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有关蚂蚁种群密度的489项研究
的数据。他们估算，仅生活在地表
的蚂蚁保守估计就有0 . 3亿亿
只，地球上所有的蚂蚁数量加起
来则有约2亿亿只。 新华

9月21日国内汽柴油价
预计将下调

9月6日以来，欧洲央行再度
加息，宏观经济层面压力不减，但
对于石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担忧仍
然延续，国际油价震荡运行，整体
运行区间较前期回落，预计9月21
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将迎来下调，
暂预计汽、柴油价每吨下调280元
左右，折合92#汽油、0#柴油每升
分别下调0 . 22元、0 . 24元。新华 青藏高原160个湖泊

40年逐日水温数据发布

我国科研人员融合运用遥感
与数值模拟技术，重建了青藏高
原160个湖泊1978年至2017年逐
日水温数据，日前已在“国家青藏
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等数据共享
平台上发布。据介绍，该数据产品
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较长、时间
分辨率高，将为研究青藏高原湖
泊能量平衡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
供技术和数据支撑。 新华

墨西哥当地时间19日下午，
在结束了2022年地震预警演习
后，墨西哥城再次响起地震预警
警报，随后真的发生地震。墨西哥
的地震演习是为了纪念1985年和
2017年大地震中的遇难者。1985
年9月19日清晨，墨西哥发生8 .1级
强震，造成约1万人遇难。2017年9
月19日，墨西哥中部莫雷洛斯州发
生7 . 1级地震，造成超过300人遇
难。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发布信息
称，通过计算，在墨西哥同一个国
家，分别在1985年、2017年和2022年
的9月19日同一天发生7级以上大
地震的概率是0 . 00075%。 央视

墨西哥三次
在9月19日发生地震

韩国大白菜45元一棵
韩媒：中国产泡菜成救兵

据韩联社9月20日报道，受罕
见高温、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
响，近来韩国蔬菜大幅减产，价格
暴涨，其中大白菜涨价到近9000
韩元（约合45元人民币）一棵，被
戏称为“金菜”。韩国《亚洲经济》
称，白菜价格“坐上火箭”，中国产
泡菜成了救兵。 每日经济新闻

我国与58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20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司长刘锦表示，十年来，我国
教育国际合作开放总体布局不断
优化，教育的“朋友圈”更大了。我
国同181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
育合作与交流，与159个国家和地
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孔子课
堂），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
历学位互认协议。 央视

美国批准增飞
佛州至古巴首都航班

美国交通部19日批准每周新
增14趟从南部佛罗里达州飞往古巴
首都哈瓦那的航班，最迟于12月中
旬开始运营。新增航班中，美国航空
公司从佛州迈阿密市飞往哈瓦那
的航班每周增加13趟，廉价空运商
捷蓝航空公司从佛州劳德代尔堡
起飞的航班每周增加1趟。 新华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
行20日发布消息称，自2009年至
2022年8月末，深圳市跨境人民币
结算量累计达17.4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与深圳有跨境人民币收付
业务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89个。
其中，2021年，深圳市人民币跨境收
付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较2012年
增长5倍，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本外
币跨境收付的比重达47 . 5%，较
2012年提升31个百分点。 中新

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累计超17万亿元

3 . 8亿年前鱼类化石中
发现已知最古老心脏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一块史
前鱼类化石中发现了心脏，距今
已有3 . 8亿年历史，是目前已知
最古老心脏。据英国广播公司报
道，研究人员扫描这块化石时发
现其中石化的内脏，包括心脏、
肝、胃、肠。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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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任务团队获
国际宇航联年度最高奖

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73届国际宇航大会上，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团队获得国
际宇航联合会2022年度“世界航天
奖”。“世界航天奖”是国际宇航联
合会年度最高奖，此前，嫦娥四号
任务团队代表曾获此奖项。央视

义乌市场监管局称槟榔
不能和食品一同销售

20日，对于“浙江义乌要求商
家下架槟榔”一事，义乌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食品监管科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我们没有接到在全市下架槟
榔的说法，而是要把槟榔当做‘槟榔
制品’来销售，不得按照食品来销
售。且要分区域售卖，槟榔不能跟
食品混在一起售卖。” 第一财经

南玉铁路
百合郁江特大桥合龙

9月20日，由中铁广州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南玉铁路百
合郁江特大桥顺利合龙。百合郁江
特大桥位于广西南宁横州市，是一
座主桥长612米、主塔高146米、主
跨330米的钢混混合梁斜拉桥。南
玉铁路是南宁至深圳高铁的重要
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华

欧洲最大戒毒恢复中心
受能源危机影响或将关闭

据意大利媒体当地时间9月
19日报道，因能源成本高企，位于
意大利里米尼地区的圣帕特里尼
亚诺戒毒恢复中心的天然气账单
仅8月一个月就高达73万欧元，是
去年同期的十余倍，该戒毒恢复
中心或将因此关闭。该中心呼吁
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采取措施，
帮助其渡过难关。 央视

iPhone14崩盘了？
部分渠道价低于官网价

多 个 经 销 商 渠 道 显示，
iPhone 14因需求不及预期，部分
渠道售价已低于官网价格，有的
较官网价低1000多元。不过，呼声
较高的iPhone14Pro/Pro Max机
型仍有溢价情况，但比发售前后
的价格降温不少。有从业者描述：

“iPhone14崩盘了”。 中国网

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阿拉尔市举行“叶尔羌高原
鳅”放流活动，这已是该师市第三
次向塔里木河流放该类鱼种。今
年，新疆兵团农业农村局为第一
师阿拉尔市下达渔业增殖放流补
助资金38万元，从五月开始，技术
人员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共繁育
鱼苗300万尾，这次投放近百万
尾。 中新

新疆兵团向塔里木河投放
近百万尾“叶尔羌高原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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