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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宝
不存在竞争

长春朝阳副区长谭大为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
所所长穆长春25日在上海出席第
二届外滩金融峰会时表示，在可
预见的将来，数字人民币和纸钞
将长期并存，且它与微信、支付宝
不存在竞争关系。他解释，二者并
不在同一维度上：微信和支付宝
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
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里的
内容。电子支付场景下这个钱包
里装的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数
字人民币发行后大家仍可以用微
信、支付宝进行支付，只不过钱包
里的内容增加了央行货币。新华

记者从吉林省长春市纪委监
委了解到，日前，经长春市委批
准，长春市纪委监委对长春市朝
阳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谭
大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并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 新华

小行星上采样太多
美国探测器太空“漏石头”

由于在小行星贝努表面采样
过多，美国小行星探测器“奥西里
斯-REx”收集的一些碎石样本泄
漏到太空。据美联社24日报道，美
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23日紧急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上述消息。他
们说，传回地球的图像显示，一块
岩石卡住“奥西里斯-REx”收集
样本的容器盖子，导致容器无法
闭合、样本泄漏。 新华

今年超500家新三板公司
完成股票发行融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披露数据，截至23
日，今年以来有512家挂牌公司在
新三板完成股票发行融资，累计
发行股票金额超过251亿元。在交
易方式方面，10月19日至23日新
三板挂牌公司成交21 . 13亿元，
其中精选层成交5 . 09亿元。在指
数方面，几大指数呈现平稳态势，
截 至 2 3 日 收 盘 ，三 板 成 指 报
1 0 2 4 . 4 7点，三板做市指数报
1100 . 11点。 新华

产业扶贫帮扶政策已覆盖
98%以上贫困户

记者从近日在北京举办的
2020年扶贫日产业扶贫论坛上了
解到，我国已形成一系列产业带
贫增收的长效机制。产业扶贫帮
扶政策已覆盖98%以上的贫困
户，“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带贫模式不断完善，通过订单生
产、就地务工、股份合作等方式，
70%以上贫困户与新型经营主体
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据了解，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累计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超过100万个，建成各
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 新华

民航局对6个航空公司
多个航班采取熔断措施

据民航局官方网站消息，10月
23日，民航局发出熔断指令，分别
对伊朗马汉航空公司、意大利勒奥
斯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沙特阿
拉伯航空公司、波兰航空公司相关
航班采取熔断措施。 人民

9月我国债券市场
发行债券约5 . 7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9月份，我国债券市场共
发行各类债券约5 . 7万亿元。央
行公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
示，9月份，我国国债发行7503 . 7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7205 . 4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1万亿元，公
司信用类债券发行1 . 1万亿元，
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724 . 7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1 . 8万亿元。新华

京沪高铁将推浮动票价
二等座最高上涨约45元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4日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
铁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实行浮动
票价机制。将北京南站—上海虹
桥站全程列车二等座最高执行票
价调整为598元，与当前12306官
网显示的票价相比，上涨45元，涨
幅8%；最低执行票价调整为498
元，降幅10%；全程列车商务座最
高执行票价调整为1998元，最低
执行票价为1748元。新的票价模
式将从2020年12月23日起开始实
施。 人民

亚洲国家成功遏制
企业倒闭潮

日本《富士产经商报》10月23
日发表题为《亚洲国家遏制住企
业倒闭风潮》的报道，称亚洲国家
和地区，成功地初步遏制住因可
怕的新冠疫情而导致的企业倒闭
风潮。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各
国政策部门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措
施发挥了作用。 新华

在寒冷环境中
维生素A能促进脂肪燃烧

据外媒报道，维也纳医科大
学内分泌学和新陈代谢学系的弗
洛里安·基弗领导的研究团队最
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寒冷的
环境温度会增加人和小鼠体内的
维生素A水平。这有助于将“不良
的”白色脂肪组织转化为“有益
的”棕色脂肪组织，从而刺激脂肪
燃烧和产生热量。因此被认为是
一个有前景的新型肥胖症疗法研
发方法。 新华

喀麦隆一学校遭袭击
至少6名学生死亡

喀麦隆西南大区梅梅省一所
学校24日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
至少6名学生死亡。省长钱伯林·
恩东当天表示，该国英语区的分
离主义武装分子当天闯进省会昆
巴一所学校，向教室里的学生开
枪，造成4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
数名学生重伤。 新华

几内亚总统选举
显示孔戴初步胜选

几内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
24日公布的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
果显示，现任总统、执政党几内亚
人民联盟候选人阿尔法·孔戴赢
得本次总统选举。根据初步结果，
孔戴赢得59 . 49%的选票，选举结
果还需得到几内亚宪法法院的确
认。 新华

日本2020年新生人口
预计再创新低

日本2020年新生儿人数预计
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连续第五
年创新低。共同社24日援引政府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预计2020年
新生儿人数将为大约84 . 5万人，
低于2019年的大约86 . 5万人。初
步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8月新
生儿人数为58万，比去年同期减
少2 . 3%。2020年上半年孕妇人数
同样减少。这一数据被用于预估9
月至12月新生儿人数。 新华

马拉喀什举办老爷车展

10月24日，人们在摩洛哥马
拉喀什参加老爷车展。当日，为期
两天的老爷车展在马拉喀什开
幕。 新华

中国海警破获一起
特大跨国走私冻品案

日前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海南
海警局联合海口海关缉私局成功
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走私冻品案，打
掉一个“境外组织指挥、海上转运
输入、境内接货分销”犯罪团伙。8
月初，海南海警局在三亚海域登临
检查一艘外籍货船，现场查获涉嫌
走私无合法来源的鸡爪、猪脚、牛
肉等冻品1500余吨。历经77天，在
多地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 新华

法治

安徽人防系统近半年来
20多名干部被查

安徽省纪委监委日前发布消
息，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副主
任李奕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半年来，
安徽人防系统已有20多名各级领
导干部落马，涉及合肥、安庆、亳
州、宿州等地的人防系统。 新华

据西班牙《公众报》网站近日
日报道，西班牙专家指出，昆虫的
灭绝速度比哺乳动物、鸟类或爬
行动物快8倍。西班牙昆虫学协会
专家提到了2017年在德国进行的
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超过75%
的飞行昆虫已经消失，并指出：

“昆虫面临的威胁主要有农药的
使用、病原体的出现和气候变化。
授粉昆虫的情况尤为糟糕，有
40%濒临灭绝。” 新华

受杀虫剂等威胁
昆虫正加速灭绝

云南夫妻网络理财
遭遇“杀猪盘”损失超百万

近日，云南玉溪江川区的陈
某夫妻在网络上下载了一个理财
平台,名为“钜赋资产”的APP，进
行投资，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不
料却深陷“杀猪盘”，自己账户里
的120万余元投资款和分红被“冻
结”，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一
家心急如焚，遂报警求助。 央视

实验小鼠大脑关键区域
神经元衰老被逆转

据外媒报道，由西班牙研究
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使用细胞重
新编程技术，逆转了小鼠大脑一
个关键区域（海马区）的神经元衰
老。这项发表在美国《干细胞报
告》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一只10个
月大的小鼠体内的四种被称为

“山中因子”的蛋白质的表达，使
得几种衰老指标保持在6个月大
小鼠的水平上，并能使小鼠具有
更好的记忆力。 新华

你用的医疗器械安全吗

“双11”在即，小到隐形眼镜、
体温计，大到血压计、减脂仪，这些
常用的健康美体产品你加入“购物
车”了吗？实际上这些产品都属于
医疗器械范畴，人们在购买和使用
时容易出现误区，需要学会鉴别产
品质量、确保使用安全。由国家药
监局主办的“全国医疗器械安全宣
传周”10月25日闭幕，普及安全使
用常识，守护公众健康。 新华

老人被压车轮下
路过铲车托起重型卡车

日前，在福建莆田，一辆三轮
车和货车相撞，骑三轮车的老人
被卷入车底，这辆货车加上车上
的货物有50多吨，靠人力根本抬
不动，一辆路过的铲车也加入救
援，驾驶员使用铲斗将货车托起，
老人成功获救。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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