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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口罩出口
摊到全球每人将近40只

青海西宁打掉
特大制售假酒团伙

海关总署14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3月至12月底，全国海
关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
价值4385亿元，其中，口罩出口
2242亿只、价值3400亿元，相当于
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
近40只口罩。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说，
2200多亿只口罩中，650亿只是医
用口罩。 新华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城
中分局打掉一涉案金额达1.7亿元
的特大制售假酒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40人。此次行动，捣毁制假窝
点2处、生产线2条，起获存储仓库5
处，查处销售商铺30处，查获假冒
高端白酒品牌涉及十余种商标，合
计5817箱共3 .49万瓶，查封各类商
标标识、包装盒（袋）、空酒瓶、劣质
原料酒等各类制假物资约25吨，查
扣涉案车辆6台。 新华

全球14年毁林面积
相当于一个伊拉克

据法新社1月13日报道，世界
自然基金会当地时间周三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2004年至2017年
间，全球24个主要森林砍伐“前线”
的森林面积减少约4300万公顷，相
当于整个伊拉克的国土面积。

报道称，全球森林砍伐的24
个“热点”地区中，9个位于拉丁美
洲，8个在非洲，7个在亚太地区。
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仅这些地
方就占到了全球热带森林砍伐总
量的一半以上(52%)。 新华

2020年我国超万家
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

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2020年我国外贸实现逆势增
长，贸易创新动力不断增强，有超
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这
是记者14日从商务部获悉的消
息。海关总署当日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全年进出口总值32 . 16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 . 9%，进口、
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新华

吉林省敦化市林区
发现野生东北虎足迹

1月11日下午3时，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林业局黄泥
河林场的5名巡护员进行日常巡护
时，在19林班31小班发现疑似野生
东北虎足迹。后经世界自然基金会
动物专家鉴定，确认为东北虎足
迹。1月12日下午2时，敦化市林业
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
发现该东北虎足迹自北向南越过
火车道后奔向位于敦化与蛟河、桦
甸之间的威虎岭方向，经过河沟平
坦的雪地时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之
后越过河沟进入耕地。 新华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终审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4日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
信干政”案和收受国家情报院

“特殊活动费”案作出终审判决，
判处朴槿惠20年有期徒刑。朴槿
惠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
刑2年，加上本次判决刑期，须累
计服刑22年，刑期从2019年4月
17日算起。 新华

美国要求特斯拉
召回15 . 8万辆车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13日正式致函特斯拉公司，要
求后者召回约15 . 8万辆Model
S和Model X电动车，认定两款
车的触摸屏存在缺陷，可致安全
风险。

该局初步认定2012年至2018
年款的Model S和2016年至2018
年款的Mode l X“存在一项缺
陷，关联汽车安全”。按照信函的
说法，管理局在特斯拉提交的资
料中发现有关触摸屏的投诉、实
地报告、索赔等合计超过1 . 2万
件。 新华

新西兰将允许
1000名留学生入境

新西兰政府14日宣布，将允
许1000名在新西兰接受高等教育
且攻读学士及以上学历的留学生
从2021年4月起分阶段返回新西
兰。这批留学生须是已经在新西
兰境内开始学业，但在2020年新
西兰因新冠疫情实行边境限制时
被困在海外的人。 新华

比利时天堂动物园
去年收留477只爬行动物

这张1月13日拍摄的照片显
示的是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收留
的龟。据比利时天堂动物园1月
14日介绍，该园在2020年收留
了被遗弃或政府没收的477只爬
行动物，包括龟、蛇、鳄等，以防
这些动物被放生后死亡或影响
当地生态。 新华

成都一自媒体
炒作升学率被约谈

14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通报
称，“成都名校”视频号发布短视频

“成都初中升学率排行榜”，存在炒
作升学率和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
违规行为，违反成都市2021年义务
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负面清单
等文件中有关严禁公布、宣传、炒
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的禁止性
规定。成都市委网信办联合成都市
教育局、自媒体协会教育专委会对
该自媒体进行了约谈。 新华

社会

天津一公司发生燃气爆炸
事故已致1死7伤

14日12时50分左右，天津捷
喜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一车间
发生燃气爆炸事故，目前事故已
致1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发生
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保税区消防救援支队第一
时间赶赴天津空港经济区事故现
场进行处置。据介绍，截至15时30
分，现场搜救已结束，无被困人员，
事故已致1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华

依据“哈勃”太空望远镜先前
观测结果，宇宙可能有两万亿个星
系。不过，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认
为，星系实际上可能只有数千亿
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报
道，美国科学家近期使用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新视野”号冥王星探
测器收集的数据研究宇宙背景亮
度，结果与预想的差距甚远。新华

美国科学家：
宇宙也许没那么多星系

科研人员取消侏灌树蛙
在我国分布记录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了解到，科研人员近日
在云南边境地区灌树蛙属分类问
题上取得进展，取消侏灌树蛙在我
国的分布记录，还发现灌树蛙属两
个新种——— 勐海灌树蛙和黄连山
灌树蛙。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学术
期刊《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上。
经深入研究，科研人员取得多项成
果：先前我国报道的侏灌树蛙其实
是勐腊灌树蛙，应取消侏灌树蛙在
我国的分布记录。 新华

74%的用户
每天使用移动支付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日前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74%
的用户每天使用移动支付，超
95%的移动支付用户常用二维码
支付，而移动支付安全问题主要
集中于个人信息泄露、手机扫到
伪假条码和账户资金被盗用。在
对5万多份有效问卷分析后，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这份移动支
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

新华

涉黑船舶“1元起拍”
成交额3400001元

1月14日，记者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宁波海事法院获悉，经过92次激
烈竞价，一艘以“1元(人民币，下同)
起拍”的涉黑船舶“浙嵊渔运80555”
船以总价3400001元成交，这是中国
船舶“1元起拍”成交的第一例。中新

成都警方查获70余吨
不合格进口冷链食品

通过严厉打击不合格进口冷
链食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成都警
方近日查获产自境外疫区的问题
牛肚食品70余吨，涉案金额1200余
万元。成都警方在成都市及资阳市
的4处冷冻仓库，现场查获了产地
为境外疫区，但检验检疫证件不齐
全，还没来得及销售的问题牛肚食
品70余吨。经现场采样检测，查获
的问题牛肚食品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并已全部封存。
目前，施某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被
依法刑事拘留。 新华

2020年外贸32 . 16万亿元
同比增长1 . 9%再创新高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我国推出一系列稳外贸的“组
合拳”，不断优化外贸结构和营商
环境，全年进出口规模和国际市
场份额再创历史新高。在国务院
新闻办14日召开的发布会上，海
关总署公布，2020年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32 . 16万亿元，同比增
长1 . 9％。其中出口17 . 93万亿
元，同比增长4%。

央视

北京环球度假区
核心工程完工

记者14日从北京市通州区了
解到，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影城
主题公园及度假区核心工程建设
完工，开园预热全面启动。环球主
题公园计划于5月精彩亮相。新华

《中国股民行为报告》发布：
2020年近六成投资者盈利

14日，《中国股民行为报告发
布》。报告显示，A股投资者入市
步伐继续加快，当前A股自然人
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1 . 75亿人。
在2020年，58 . 9%投资者盈利，基
本持平的占14 . 90%，不过仍有
26%的投资者亏损。近半数投资
者2020年没有中签过新股，中签
超过5只以上新股的仅占3%，而
2020年沪深两市近400家企业
IPO上市首日全部上涨，A股打新
神话持续演绎。

中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4日
说，2020年全年，我国汽车产销降
幅收窄至2%以内，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136 . 6万辆和136 . 7
万辆，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
长7 . 5%和10 . 9%。 新华

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创历史新高

白领储蓄意识增强
超六成抵制消费主义

14日发布的《2020年白领满
意度指数调研报告》指出，2020年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白领
们的储蓄意识，白领存款余额增
加，超六成白领抵制消费主义，约
有六成白领进行理财。 中新

东京股市再创新高

东京股市14日低开高走，日经
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
一交易日上涨0 .85%，东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0 .48%。至
收盘时，日经股指上涨241 . 67点，
收于28698 . 26点，连续5个交易日
上涨，再创30年来收盘新高。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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