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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二、三级
博物馆总数达1224家

近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
公告，公布了第四批国家一、二、
三级博物馆名单。经核定，中国印
刷博物馆等74家博物馆为国家一
级博物馆，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
物馆等221家博物馆为国家二级
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等225
家博物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通
过本次评估，国家一、二、三级博
物馆总数达到1224家，占全国博
物馆总数的比例达到22 . 1%。

人民

2只ST股跌破面值退市
年内近20家公司摘牌

年底又有两家公司因连续20
个交易日跌破面值而退市。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2月
22日，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凯迪生
态、暴风集团在内的19家（神城A
/B退合并统计）上市公司摘牌，
数量较去年增长超70%。 新华

苹果计划2024年
开始生产汽车

据路透中文网消息，有知情
人士透露，苹果正在推进自动驾
驶汽车技术，并计划在2024年生
产一款乘用车，其中可能包含该
公司自己研发的突破性电池技
术。据报道，这项被称为“泰坦计
划”的苹果汽车生产项目，自
2014年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汽
车以来，进展并非一帆风顺。

中新

法2亿欧元彩票大奖得主
将为医护人员设立基金会

据法国媒体22日报道，日前
赢得2亿欧元彩票大奖的法国得
主表示，将从奖金中拿出一部分
用于设立专项基金会，以帮助医
护人员和医院。法国《巴黎人报》
报道说，“欧洲百万”彩票2亿欧
元大奖的得主日前已经兑奖。这
名希望保持匿名的幸运者来自法
国南部。这是该彩票有史以来开
出的最高中奖金额。 新华

拖摔幼儿致其受伤
西安一幼师被行拘15日

据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官
方微博消息，12月11日，该局辖
区新华幼儿园杨某某在园期间下
颏受伤。12月20日，大明宫派出
所接到家长杨某报警后，迅速开
展调查处置等工作。经查，该幼儿
园老师厚某某拖摔幼儿杨某某，
经医院诊断为下颏部挫裂伤。目
前，警方依法对厚某某处以15日
行政拘留。 中新

社会

日前，凯盛科技集团宣布，
其自研的0 . 03毫米超薄柔性玻
璃（UTG）实现40万次弯折不破
损。国产超薄玻璃已屡次刷新世
界纪录。据了解，UTG产品具备
超薄、耐磨、强度高、回弹性好等
特性。按手机一天折叠40次，连
续40万次弯折计算，超薄柔性玻
璃折叠手机，可折叠使用将近
27 . 5年。 新华

国产超薄柔性折叠玻璃
连续40万次弯折不破损

五年来为农民工追回
被拖欠工资500多亿元

“十三五”期间，解决农民工
工资拖欠问题逐步纳入法治化和
制度化轨道，各级工会配合有关
部门共为509 . 86万农民工追回
被拖欠工资532 . 51亿元。记者23
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2017
年以来，全总组织社会律师开展
公益法律服务，援助农民工16 . 7
万人，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超过20亿元。 新华

一作者制作贩卖淫秽色情
血腥暴力漫画被刑拘

2021级起中医药课程
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必修课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日前发布《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
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2021级
起，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
学类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习内
容，增加课程学时。 新华

23日记者获悉，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区公安分局破获一起特大跨
省抢劫杀人命积案，该案最后一名
犯罪嫌疑人在潜逃途中意外昏迷
17年，醒来后被抓捕归案。2003年
11月12日，南浔区菱湖镇永丰村一
户人家女主人及一双儿女在家中
被残忍杀害。专案组于2003年11月
14日与17日成功抓获嫌疑人吴某
庆和王某伟，但朱某方却离奇失
踪。后终于在当地一家医院发现因
交通事故而陷入昏迷的朱某方，没
想到他一昏迷就是17年。 中新

犯下命案逃亡途中昏迷
男子17年后苏醒被捕

今年已整改审计
查出问题金额2000多亿元

审计署审计长侯凯23日说，
对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反
映的问题，相关部门单位和地方
已整改问题金额2118 . 08亿元，
追责问责705人。 新华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23日
通报，根据网民反映淫秽漫画作者
JM通过互联网涉嫌非法销售淫秽
色情、血腥暴力漫画《战争即和平》

《帝国社会》线索，全国“扫黄打非”
办第一时间部署辽宁省“扫黄打非”
部门查办。目前，蒋某某（JM为其化
名）因涉嫌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被
沈阳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新华

美政府起诉沃尔玛
加剧药物滥用

美国司法部22日起诉沃尔
玛公司，指控这家全美最大连锁
零售商为追求利润施压旗下药房
快速售药，不充分筛查可疑处方，
加剧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
危机。沃尔玛当天回应反指美国
司法部及其下属毒品管制局等部
门推卸责任，打击药品滥用现象
不力。 新华

藏羚羊种群数量
已超过20万只

西藏自治区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29 . 8万平方公里，
不仅是中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
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还是

“高原精灵”藏羚羊的重要分布
区和主要繁殖地。从 20世纪 80
年代一度濒危，到如今摘掉“濒
危物种”的帽子，藏羚羊这个

“高原精灵”在人们的精心呵护
下，种群数量由5万只左右增加
至超过20万只。

新华

巴基斯坦一工厂
锅炉爆炸致8死15伤

12月23日，在巴基斯坦卡拉
奇，一名安保人员查看事故现场。
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
家工厂22日发生锅炉爆炸事故，
造成8人死亡、15人受伤。 新华

海口对一长期强揽工程
黑社会组织成员集中宣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
对周某甲等19人长期强揽工程
涉黑犯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法
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等 9罪，数罪并
罚，判处周某甲有期徒刑23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等罪名判处其他18名被告人2
年6个月到19年不等刑期。新华

京沪高铁自23日起对相关
车次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开始实
行浮动票价。根据京沪高铁公司
此前公告，23日起，京沪高铁公
司对京沪高铁运行时速 300至
350公里的高铁动车组列车公布
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改变目前固
定票价的做法，根据客流情况，区
分季节、时段、席别、区段等，建立
灵活定价机制，实行优质优价，有
升有降。京沪间二等座初期最低
票价498元、降幅10%，最高票价
598元、涨幅8%。 新华

京沪高铁
浮动票价来了

2020中国人工智能高峰论
坛暨中国人工智能大赛成果发布
会23日在厦门举办。论坛上，中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
介绍，截至今年11月，我国累计
建成5G基站71 . 8万个，为人工智
能海量数据的成长和传输提供了
坚实的支撑。“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提出，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
业集群发展。 新华

我国5G基站达71 . 8万个
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3
日发布数据显示，从全年来看，
2020年中国夜间消费复苏指数
达92 . 6，中国线下夜间消费规模
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报
告分析，中国一线城市夜间消费
复苏迅速，其中上海夜间消费规
模在第三季度就已超过去年同期
水平，这座城市全年夜间消费复
苏指数为105 . 1。成都、长沙、杭
州、西安等地夜经济颇有亮点。此
外，截至第四季度，武汉夜间消费
规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
平。 新华

我国夜间消费已基本
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丁真等旅游网红
对脱贫攻坚作用积极

“新媒体营销能有效拓展乡村
旅游的客源渠道，助力贫困村增加
收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负责人单钢新23日在京表示，丁真
等网红旅游代言人在旅游开发、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
群表示，文化和旅游部把脱贫攻坚
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十三五”期
间，通过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文
化活动室设备购置等项目，加上旅
游发展基金，共投入42.96亿元，为
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提供
了资金保障。 新华

东京奥组委23日透露，在刚
刚关闭的残奥会门票退票窗口期
内，在已经售出的97万张东京残
奥会门票中，有大约20万张的持
有人已经申请退票，退票率达
21%。东京奥组委规定的残奥会
退票时间为12月1日至12月21
日，凡是通过奥组委官方网站买
到门票的购票者，都可以通过官
网申请退票，奥组委将从1月中
旬开始将退票款打到申请者的账
户上。 新华

东京残奥会退票率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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