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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LPR仍为3 . 85%
连续9期“按兵不动”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20日出炉，1年期和5年期
以上LPR均未调整。1年期LPR为
3 . 85%，5年期以上LPR为4 . 65%，
均较上一期保持不变。自2020年4
月20日创下改革以来单月最大降
幅后，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已
连续9期“按兵不动”。业内人士表
示，LPR保持稳定，与当前经济基
本面和通胀水平相适应，也符合

“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的
货币政策基调。 新华

C919大型客机
高寒试验试飞成功

在经历了20天的测试后，国
产C919大型客机高寒试验试飞
专项任务近日取得圆满成功。该
客机于去年12月25日飞抵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东山机场
开展高寒试验试飞专项任务，
试验试飞期间，当地最低气温
已近-40℃。据了解，高寒试验试
飞是民用飞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
端气候试验，以验证在极寒条件
下飞机各系统和设备的功能和性
能是否符合适航条件。 人民

中国连续八年成为
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记者 19日从商务部获悉，
2020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9 . 8万亿元，逆势增长14 . 8%，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24 . 9%，我国已连续8年成为全球
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0年，
境外消费加速回流。全年消费品
进口额达1 . 57万亿元，同比增长
8 . 2%，高于进口整体增速8 . 9个
百分点。 人民

六部门鼓励务工人员
在就业地安心过年

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
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表示，倡议

“就地过年”，对于减少人员流动，
助力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意义。人社
部联合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
门在春节前后部署开展“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通过

“留心、留岗、留工、留人”四项举
措，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员留
在就业地安心过年。 新华

日本一架波音737客机
飞行途中窗户出现裂痕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
道，当地时间20日早上，一架日
本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在从东
京飞往青森的途中窗户出现裂
痕，随后紧急返航。发现异常后，
飞行员紧急联络了地面人员，并
成功返回羽田机场。 中新

印度东部多车相撞
致13人死亡

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20日
凌晨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
成13人死亡、18人受伤。据当地
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西孟加拉
邦北部的杰尔拜古里地区。先是
一辆车与另一辆拉载巨石的卡车
相撞，导致卡车失去控制并撞上
另外两车，卡车上的石头还砸到
了其他过往车辆。 新华

特朗普恐遭
美国出版业封杀

美国近500名作家、编辑、出
版代理商近日签署联名信，要求
美国出版业禁止即将卸任的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同僚著书出
版。联名信由小说家巴里·利加发
起并执笔，截至19日已有499名
出版界人士签名，包括美国五大
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阿谢特出
版集团、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
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麦克
米兰的职员。 新华

花760元就能让“水军”
把假消息炒成5.4亿阅读量

社会

我国于20日凌晨成功发射
天通一号03星，远望5号船在太
平洋预定海域为火箭飞天、卫星
入轨提供关键测控支持。火箭升
空飞行约20分钟后，顺利抵达远
望5号船测控弧段。作为这次任
务唯一的海上测控点，远望5号
船承担入轨段火箭测量及卫星
测控任务，并利用遥测、外测数
据计算卫星初始轨道根数和分
离点参数，按规定与西安卫星测
控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信息交换。 新华

远望5号船完成
天通一号03星海上测控

物体表面活病毒仍具活性
可导致人员感染

1月20日下午，中国疾控中
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从去年就
发现，很多暴露于冷链环境的人
员感染新冠病毒，后来在这些冷
链物品，特别是冷链进口的一些
海鲜产品的外包装上确实分离到
了活病毒，之后也发现了其他的
非冷链物品被病毒污染。在进入
冬季以后，整个外环境温度非常
低，这样的环境也跟冷链环境是
相似的，所以也可导致病毒在物
体表面上存活的时间延长，导致
接触物品人员的感染。 央视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黄义德回国投案

2020年高技术产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 . 7%

在20日举行的国家税务总
局新闻发布会上，税务总局收入
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绍说，
税收大数据显示，2020年，高技
术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自4
月份累计转正后始终保持较快
增长，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 . 7%，高于全国企业总体水平
8 . 7个百分点，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华

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
微信消息，2021年1月19日，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江苏省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麻继钢强奸、
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1992年3月20日
22时许，上诉人麻继钢在江苏省南
京市汉中路140号原南京医学院
(现南京医科大学)校园内将女大
学生林某侵犯后杀害。 中新

“南医大女生被杀案”
二审维持原判

中央援建香港临时医院
正式竣工移交

中央援建香港临时医院项目
竣工移交仪式20日在香港举行。
这一项目的竣工移交标志着中央
支援香港抗疫的三大项目全面完
成。中央援建香港临时医院项目
为全负压隔离病房医院，移交后正
式定名为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
控制中心。医院位于香港亚洲国际
博览馆西侧，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4 . 4万平方米，含6
个病房大楼、1个医疗中心及配套
设施等，可提供136间病房，816
张负压隔离病床。 新华

记者20日从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获悉，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
筹协调下，经湖南省追逃办和株洲
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逃职
务犯罪嫌疑人黄义德回国投案，相
关涉案赃款已被办案机关依法冻
结。黄义德，湖南大美物流实业有
限公司、株洲金盛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涉嫌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共
同贪污，2019年2月外逃。 新华

刑侦人员威胁嫌疑人家属
纪委立案、当事人停职

20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公安分局
获悉，针对网上热传的该局刑侦大
队长杜瑞东威胁嫌疑人家属一事，
东胜区纪委已对杜瑞东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东胜区公安分局已
对其停止执行职务。10月4日晚，东
胜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杜瑞东
聚餐饮酒，杨某向杜瑞东提及其弟
案情并希望予以关照，遭杜瑞东拒
绝后，杨某两次用拳打到杜瑞东面
部。后来，双方在电话沟通时，再次
发生言语争执，杨某对部分通话内
容进行录音。 中新

港股通出现火爆场面
机构散户齐进场

2021年开年至今，香港恒生
指数连创2019年4月以来新高，
港股通交易出现开通以来最火
爆场面，南向资金连续12个交易
日净流入规模超100亿港元，累
计净流入达1852 . 93亿港元。其
中，科技蓝筹股备受南向资金青
睐。 新华

危地马拉加紧遣返
赴美移民

危地马拉政府19日继续把
打算前往美国的中美洲国家移民
送回靠近洪都拉斯的边境，进一
步遣散“移民大篷车”队伍。近
8000名移民上周从洪都拉斯入
境危地马拉，不少人带着孩子。其
中约四分之一遭危地马拉安全部
队阻拦，止步靠近洪都拉斯和萨
尔瓦多边境的巴多翁多村。新华

受新冠疫情影响，孟加拉国
国家动物园难以迅速为园内仅
有的一头雌性犀牛找伴侣，于是
打算找两只绵羊陪伴它，作为权
宜之计。这头雌犀牛名为“坎
奇”，现年 13岁，是动物园内的

“明星”。 新华

孟加拉犀牛太孤独
动物园拟找俩羊搭伴

我国已有超1800家
“小巨人”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
了第二批1584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截至目前，工业和
信息化部已培育出1832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据介
绍，“小巨人”企业是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
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
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
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人民

二级保护动物
蓝马鸡“畅游”祁连山

这是1月19日在张掖市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境内拍摄的
蓝马鸡。冬日时节，在甘肃省张掖
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境内，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马鸡成群结
队觅食嬉戏，该区域属祁连山国家
公园(甘肃片区)范围。 新华

默拉皮火山喷发

这是1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
日惹拍摄的喷发的默拉皮火山。

新华

中国人民银行20日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2800亿元的7天
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有20亿元逆
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780
亿元。单日操作量为近4个月以
来最高。 新华

央行开展
28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新知

短短几个小时，家长刘某在微
博上发布的信息被转发过百万次，
获得5.4亿次阅读，登上微博热搜，
词条上赫然写着“广州一小学体罚
哮喘儿童致吐血抢救”。然而，不到
一天时间，事件发生反转。警方调
查发现，这则劲爆信息乃是刘某一
手编造，仅花费760元，由网络推手
操纵而成。近期，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对这起网络散布虚假信息
案进行宣判，刘某及网络推手均受
到法律严惩。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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