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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三季度营收和效益
同步实现转正

20日，国资委秘书长、新
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当日的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前三
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 2 1 . 1 万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 . 6%，降幅较1至8月收窄1 . 2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中央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7 . 8万亿元，
同比增长1 . 5%。三季度当季中
央企业实现净利润4748亿元，
同比增长34 . 5%。 新华

联合国儿基会将大量
储备新冠疫苗注射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日称，
将在今年年底前储备5 . 2亿支新
冠疫苗注射器，以便在新冠疫苗
获准接种后能迅速开展工作。

儿基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
福尔在公报中说，接种新冠疫苗
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
接种工程，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
就行动起来。 新华

山西地勘局原党委副书记
李俊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山西省纪委监委20日发布通
报称，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原党委副
书记李俊敏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新华

楚雄州检察长周映枢投案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楚
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映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
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周映枢，男，1967年
8月出生，汉族，1990年8月参加
工作，2020年7月至今任楚雄州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新华

徐州警方摧毁特大
“QQ养号”黑产平台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新近摧
毁一特大“QQ养号”黑产平台，
截至目前已陆续抓获84名犯罪
嫌疑人。此次被摧毁的“小果平
台”以“QQ养号”为主，从2016年
以来，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密码更
改、手机号换绑、登录验证等功能
的QQ号多达2000万个。关联出
涉诈骗QQ账号多达1114个，串
并各类诈骗案件1300多起，涉案
金额高达5000余万元。 新华

土木“双星伴月”
将连续上演“三英会”

土星和木星，这两颗太阳系的
行星在今年结为“好友”，总是相伴
而行。天文专家介绍，10月22日和
23日两天，一轮弯月将来到这两颗
星的附近停留，上演“三英会”。如果
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肉眼可见
这幕有趣而又浪漫的天象。 新华

考古新发现
4000年前的活人殉葬墓

3 座活人殉葬墓，揭示出约
4000年前河套地区的丧葬礼制和
等级意识。在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
寨山遗址的这一考古发现，为石峁
文化的考古补上了“缺憾”。这3座
活人殉葬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墓，墓主葬于木棺内，仰身直肢，殉
人位于墓主左侧棺外，初步鉴定均
为女性，侧身面向墓主，身上可见劈
砍迹象。 新华

谨防酵米面中毒

记者10月20日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了解到，黑龙江鸡东县一家庭
聚餐致9人死亡的原因是米酵菌酸引
起的食物中毒，国家卫健委建议不制
作、不食用酵米面类食品。 新华

调查显示日本老年人
体能明显增强

日本体育厅最新发布的2019
年度体力和运动能力调查显示，在
将体能测试结果计分后的总分中，
70岁至79岁女性得分创历史新高，
反映出老年人体能明显增强。

日本体育厅对约6 . 3万名6岁
至79岁对象进行包括握力、仰卧起
坐等在内的多项体能测试，得出上
述结论。

调查还显示，女性体能和运动
能力呈下滑趋势，其中45岁至49岁
女性平均得33 . 08分，创历史新低。

新华

前三季央企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 . 8万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
发言人彭华岗20日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前三季度，中
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房地产）1 . 8万亿元，同比增长
11 . 3%，增速较1至8月加快5 . 5
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 新华

财经

通讯器材化妆品金银珠宝
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20日在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当前必需消费品稳定增长，升
级类商品增速较快。一方面，包括
日用品在内的部分必需类消费品
零售额增速明显上行；另一方面，
通讯器材、化妆品、金银珠宝等消
费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势头强
劲，汽车销量同比增速连续5个
月保持在10%以上。 新华

阿根廷卫生部19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
诊病例已突破100万例。阿根廷
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之后，第五个累计病例数达“百万
级”的国家。公报显示，阿根廷累
计确诊病例达1002662例；新增
死亡451例，累计死亡26716例；
累计治愈803965例。 新华

阿根廷成全球第五个
新冠病例破百万国家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别过度承诺新冠疫苗功效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
19日报道，该国政府首席科学顾
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当天表示，至
少到明年春季前，英国“不太可
能”会有一种新冠病毒疫苗能够
提供给本地社区大范围使用。

瓦兰斯说，通常研制一款疫
苗需要数年，因此必须向公众“展
示”新冠疫苗功效的“现实情况”，
不应过度承诺。 新华

意大利实施防疫新举措

10月19日，顾客在意大利米
兰的健身房对健身器材消毒。

意大利新冠疫情近期快速反
弹，总理孔特18日宣布防疫新举
措，包括允许各地自行出台宵禁
措施、减少商业店铺营业时间等。

新华

我国将鼓励各地出台
促进老旧汽车置换政策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
快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措
施，支持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还将推动汽车和家电消费
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
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
旧汽车置换政策。 新华

前9个月我国成为
格鲁吉亚最大出口市场

根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的
最新统计，2020年前9个月，格鲁
吉亚对华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已
成为格鲁吉亚最大出口市场。

今年1—9月，格鲁吉亚对华
出口额达到3.55亿美元，同比增长
高达184%。中国也一跃成为格鲁
吉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占到格鲁吉
亚同期出口总额的14.8%。 新华

温州摧毁一利用虚拟币
交易贩毒团伙

记者从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获悉，温州市鹿城区警方近日侦
破一起利用虚拟币贩卖毒品案
件，刑拘犯罪嫌疑人4人，缴获毒
品大麻成品16公斤有余。 新华

砸碎家中玻璃
换来三年二个月刑期

近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宗高空
坠物案获得有罪判决。2019年12
月27日晚，李某因家庭纠纷，酒
后拿起木凳子砸向大厅围栏玻
璃，致使大量玻璃碎片坠落到四
楼平台和一楼人行通道。检察官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
李某。最终，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二个月。 新华

9月百城住宅库存
环比增速明显加快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19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
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
量为50739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4.8%，同比增长9.3%。

“过去环比增速一般不会超
过1%的水平，而此次接近5%水
平，说明在传统金九银十阶段，住
房库存较充裕，其对于第四季度
市场交易的活跃有积极作用。”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分析认为。 新华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3 . 65亿辆

记者20日从公安部交管局
获悉，截至2020年9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3.65亿辆，其中汽
车2 . 75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 . 5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1亿人。

超过300万辆城市有12个，依
次是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
海、郑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
天津、青岛。其中，北京超过600万
辆，成都超过500万辆，重庆、苏
州、上海超过400万辆。 新华

中国制造特斯拉
将首次出口欧洲

全球知名汽车企业特斯拉
宣布中国制造Model 3将首次出
口欧洲，这距离特斯拉在上海临
港的超级工厂开工不到两年。

特斯拉方面介绍，今年以
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各
级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克服疫
情影响，生产与销售得到迅速
恢复，未来希望持续扩大在华
投资。 新华

美联储尚未决定
是否发行数字货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
威尔19日表示，美联储距离发行
数字货币尚有进一步工作要做，
目前还没决定是否发行数字货
币。 新华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