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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将加快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1月25日
在2021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
说，今年将高标准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加快黄河古贤水
利枢纽工程等150项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争取早开工、多开工。
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以
建设水灾害防控、水资源调配、
水生态保护功能一体化的国家
水网为核心，加快完善水利基
础设施体系，解决水资源时空
分布不均问题，提升国家水安
全保障能力。 新华

银保监会强化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银保监会近日修订发布了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
根据规定，银保监会应当定期披
露保险业偿付能力总体状况和偿
付能力监管工作情况；保险公司
应当每季度披露偿付能力季度报
告摘要，并在日常经营有关环节，
向保险消费者、股东等披露和说
明其偿付能力信息。 新华

两次骨髓移植后
她想捐眼角膜为爸爸复明

家住重庆铜梁的陈光貌是一
位复员军人，此前在一次托运任
务中不幸弄伤右眼后致失明，而
后复员。2017年他年仅8岁的女儿
陈红颖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女儿
已接受两次骨髓移植手术。近期
白血病细胞再次复发侵入至陈红
颖神经中枢，她希望未来将自己
的眼角膜提供给父亲。澎湃新闻

我国珠江口盆地
获重要油气发现

我国珠江口盆地获得重要油
气发现，惠州26-6油气田探明地
质储量为5000万方油气当量。中
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惠州26-6
油气田平均水深约113米，探井钻
遇油气层厚度约422 . 2米。这一发
现将有效增强华南地区的清洁能
源供应能力。 人民网

韩国报告首例宠物感染
新冠病毒病例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24日说，
最近一次病毒追踪过程中，卫生
部门首次发现一只宠物猫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这只猫生活在韩
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晋州市一座宗
教设施内，21日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住在那里的一对母女养了一
只母猫和两只小猫，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的是其中一只小猫。新华

巴西飞机失事6人遇难

巴西一架飞机24日在北部托
坎廷斯州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
难，包括飞行员以及巴西帕尔马
斯足球俱乐部主席和4名球员。当
天他们乘坐一架私人飞机前往巴
西中部城市戈亚尼亚准备参加一
场丁级联赛。这架可搭载6人的双
引擎飞机起飞时在跑道尽头坠
落。失事原因尚不清楚。 新华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发生枪杀事件5人丧生

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
纳波利斯市24日发生枪击命案，
包括一名孕妇在内5人丧生。警方
发布的信息显示，死者年龄从13
岁至42岁不等，其中4人是同一姓
氏；孕妇19岁，是其他姓氏。警方
认定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新华

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
李文喜接受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
25日消息，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
李文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央视

法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
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
总额约为8590亿美元，与2019年相
比缩水42%。中国FDI逆势增长4%，
达163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央视

近半年全国共查处
违法“小化工”1489处

非法违法“小化工”、小作坊
安全风险隐患大，极易引发安全
事故。记者25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自去年8月至今年1月以来，全
国共查处各类非法违法“小化工”
1489处。 新华

高铁检票员
“打死”送站老人案宣判

女子为逃避集中隔离
竟谎称是医疗援助专家

20日晚，辽宁鞍山市铁西区高
铁西站疫情防控服务站内，乘客
陈某为了逃避集中隔离，竟谎称
自己是医疗援助专家，编造身份
企图蒙混过关。防疫工作人员经
过询问及观察，通过多个细节识
破陈某谎言。目前，陈某正在铁东
区集中隔离点集中隔离。新华

上周中国汽柴油
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指数
显示，上周(1月18日-1月22日)，全国
92#汽油平均批发价格为6203元/
吨，较前一周上涨82元/吨；柴油(含
低凝点)平均批发价格为5541元/
吨，较前一周上涨12元/吨。汽、柴
油总体价格水平环比上涨。 中新

江苏一男子因养鸽子
患上“鹦鹉热”

“十三五”时期我国
注册志愿者超1 . 9亿人

“十三五”时期，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注册志愿
者已超过1 . 9亿人，实现了预期
目标。为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民政部于2020年底研究制定了

《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
法(试行)》，将于2021年2月1日起
施行。 新华

近日，高铁检票员“打死”送
站老人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宣判，被告人裴某璟犯过失致
人死亡罪，获刑2年。2019年2月11
日，55岁男子邓大楣及家人因送
客进站与检票员裴某璟发生肢体
冲突，后邓大楣经抢救无效死亡。
判决书显示，裴某璟事先并不知
道被害人有特殊体质，没有意图
造成被害人身体器官损伤的刑法
上的伤害故意，因此本案不能认
定为故意伤害致死。 红星新闻 大连爆炸事故致3人亡

遇难者为一家三口

1月25日上午发生在大连金普
新区友谊街道金渤海憬小区附近
的燃气燃爆事故导致3人死亡，6人
受轻伤。据通报，死者为同一家三
口，三人户籍均为黑龙江兰西县，
在金渤海憬小区附近租房经营一
家聚鑫汽车美容维修中心。本次
事故发生地金渤海憬小区的燃气
供应商是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
司，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中新

主人住院
土耳其忠犬守候近一周

土耳其一名老人突发急病住
院，他的宠物犬每天跑到医院楼
外守候，直到主人出院。据英国广
播公司24日报道，名叫邦久克的
宠物犬与主人杰马尔·申蒂尔克
生活在土耳其东北部港口城市特
拉布宗。现年68岁的申蒂尔克14
日突发脑栓塞，邦久克追随救护
车一起来到当地一家医院。中新

2020年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厕所沉尸案男子改判无罪
获国家赔偿近205万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二师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厕
所沉尸案”被改判无罪当事人李
建功204 . 9万余元。

2007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库尔勒垦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接
到报警，当地居民在一水泥厂厕
所粪坑内发现一具尸体，头部有
钝器击打伤痕；死者系水泥厂一
名75岁退休女工。案发数日后，居
住在附近的39岁银纺公司员工李
建功被刑拘。 红星新闻

浙A车牌竞价创1年新高
个人摇号中签率仅0 . 52%

个人最低成交价4 . 2万元，为
2019年4月以来最高；个人平均成
交价格4 . 9万元，创下1年以来新
高。杭州小客车车牌(浙A车牌)增
量指标2021年首次竞价结束。据
悉，杭州1月配置的小客车增量指
标共7073个，个人摇号的中签率
约为0 . 52%，相当于192个人抢一
块车牌。 钱江晚报

南宁一无牌新车
“失控”致4死6伤

1月24日下午1时许，广西南宁
白沙大道星光立交辅道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无牌新车先后与9
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4人
死亡、6人受伤。驾驶员杨某自称是
汽车4S店员工，因车辆失控发生
事故。目前，车辆状况及事故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上游新闻

2020年全国彩票销售
同比下降20 . 9%

财政部1月25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0年，全国共销售彩票3339 .51
亿元，同比下降20 . 9%。其中，福利
彩票机构销售1444 . 88亿元，同比下
降24 .4%；体育彩票机构销售1894 . 63
亿元，同比下降17 .9%。 人民网

美国143颗卫星
“拼火箭”升空创纪录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
鹰9”火箭24日携带143颗卫星升
空，创下单次发射卫星数目之最。
先前纪录由印度PSLV-C37型极
地卫星运载火箭保持，在2017年2
月把104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猎鹰9”火箭此次搭载卫星中，数
目最多的是美国技术企业“星球”
的SuperDove卫星，共48颗。这种
卫星体积只有一个鞋盒子大，能
每天捕捉地球表面图像。 央视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根河市得耳布尔镇境内的卡
鲁奔国家湿地公园，一只水獭在
-40℃的不冻河乐而忘返。水獭喜
欢昼伏夜出，白天监测到如此清
晰的画面较为罕见。 中新

环境

-40℃的大兴安岭不冻河
白天监测到水獭罕见行迹

突发

不放过春运“商机”
男子网售假票涉案百万元

1月25日，徐州铁路公安处对
外通报，该处捣毁三处制售假票
窝点，涉案近100万元，一名嫌疑
人已被刑事拘留。据了解，嫌疑人
在网上发布售假信息，通过微信、
QQ等方式与卖家联系，再通过快
递邮寄给买家。 中新

受贿帮办特殊车牌
行贿受贿者均获刑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近日
公布的判决书显示，两名车务代
办中介通过行贿湖南省纪委机关
车队原副队长韦向东，请托其帮
忙办理车辆违章免分、申领特殊
号码车牌，分别行贿124 . 6045万
元、13万元，两名车务代办中介分
别被判有期徒刑2年5个月及10个
月、缓刑1年，受贿的韦向东也获
刑3年4个月。 澎湃新闻

江苏常州市民崔先生一个多
月前突然发热，在药店买了盒头
孢吃了几天，结果没退烧，还逐渐
升高到40℃。前些天，扛不住的他
来到常州三院感染科就诊。这才
发现因为养的鸽子，他染上了“鹦
鹉热”。 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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