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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首次发现新矿物“嫦娥石”
五方面新举措加力促就业创业

——国务院常务会议解读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能催生更多市场主体带动就

业。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失业保险补助、
支持平台经济、帮扶初创企业等五方面部署一系列新举
措，加力促进就业创业。

专家表示，这些针对性举措瞄准了当前稳就业的
重点领域，随着其加快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拓展就业空
间，缓解当前依然存在的就业压力，进一步稳市场主体
稳就业。
今年以来，就业政策“组合拳”继续靠前发力，社会保

险方面实施了“降缓返补”一揽子政策，有效稳住就业基
本盘。1至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3万人。7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此前推出的失业保险留工补助政策，有力支持了中
高风险疫情地区和五个特困行业的参保企业稳岗拓岗。
政策实施3个月期间，已向291万户企业发放补助资金
135亿元。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将实施留工培训
补助地区，由失业保险金结余备付24个月放宽到18个

月；将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纳入扩岗补
助；对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等。
“这将更大力度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

的功能，用‘真金白银’鼓励企业吸纳更多青年、特别是高校
毕业生就业，保障好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说。

灵活就业具有就业“蓄水池”作用。会议要求，支持
平台经济稳就业；对依托平台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两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给予社保补贴；运用专项贷款支持
平台企业。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企业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数
量大幅增长。李长安表示，推出这方面的支持举措十分及
时必要，有利于提振平台企业的发展信心，增强吸纳就业的
能力。

会议提出，创业担保贷款人因疫情遇困的，可展期1年
还款；引导银行增加中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续贷、中长期
贷款等。鼓励保险资金等依法投资创投基金；优化创投企
业股东限售期，便利回收资金再投资。政府投资的创业孵

化基地等，尽其所能拿出场地免费供给初创企业。
“这些细化举措将持续优化创业环境，激励更多资金进

入创业领域，加大对初创实体的融资、场地等帮扶力度，充
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李长安说。
企业有需求、有订单、有竞争力，才能稳定发展，持续稳

岗扩岗。
除了五方面促就业举措，会议还提出，要着力以消费和

投资拉需求、促进社会投资、以投资带消费；对部分领域设
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
持，促进消费发挥主拉动作用；确定依法盘活地方专项债结
存限额的举措，更好发挥有效投资一举多得作用。

为激发企业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会议指出，要实
施支持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期限截至今年12月
31日。
“会议部署的举措覆盖企业科技创新多个环节，将激励

企业增加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以更
高质量的发展稳增长促就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
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胡喆 宋晨）我国科学家首次发
现月球上的新矿物并命名为“嫦娥石”，该矿物是人类在月球上发
现的第六种新矿物，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现月球上新矿物
的国家。

9月9日，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在京发布嫦娥五
号最新科学成果，这是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嫦娥石”是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

颗粒中。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创新团队，通过X射线
衍射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手段，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
一颗方圆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经
国际矿物学协会（IMA）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CNMNC）投票
通过，确证为一种新矿物。
国家航天局与国家原子能机构作为我国航天及核领域的政府

主管部门，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协同高效、和平发展、合作共享”的
原则。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返回地
球。国家航天局已完成四批152份共计53625.7毫克的月球样品
发放，有33家科研单位的98位申请人通过申请。第五批月球样品
正完成评审，后续按程序发放。

中科院、教育部、自然资源部、中核集团等多个单位获批承
担月球样品研究工作，国外科学家、留学生也参加了联合研究。
目前已在岩浆分异、太空风化、氦-3气体以及生物能转化等方面
取得最新成果，对认识月球起源与演化，探寻月球资源的有效利
用以及实现“零能耗”的地外环境和生命支持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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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石”真实颗粒CT扫描三维形态图（2022年9月）。 新华社发

新华社成都9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四川省“9·5”泸定地震抗
震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获悉，截至9日12时，泸定6.8
级地震已造成88人遇难，其中甘孜州泸定县50人遇难，雅安市石
棉县38人遇难，地震还造成30人失联、400余人受伤（其中危重伤
11人、重伤38人）。

四川泸定地震已造成88人遇难

最高检依法对刘彦平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涉嫌受贿一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彦平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范一飞日前表示，要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的标准
化建设，实现数字人民币体系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的互
联互通，让消费者可以“一码通扫”。

范一飞在 8 日举办的 2022 中国（北京）数字金
融论坛上介绍，数字人民币在北京冬奥会舞台上
实现了精彩亮相，全新升级的数字人民币 App 在各
大应用市场正式上架，软硬件钱包成功落地，智能
合约、无障碍适老化产品等取得重大进展，多层次
产品体系初步形成，有力支撑了试点地区的场景
探索。

货币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标准的统一尤
为关键。范一飞认为，在推进数字人民币生态建
设方面，受理环境和应用场景拓展亟待破局，其中
标准的统一和规范是关键所在。具体来讲，要推
动数字身份、报文规范、二维码制、蓝牙和 NFC 等
方面规范和标准的统一，实现数字人民币体系与
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的互联互通，让消费者可以“一
码通扫”，商户也不用增加成本即可支持各类支付
工具。
“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向人民群众提供的公共产品，

要体现人民性，让使用更方便快捷。”范一飞说，为避免用
户信息泄露、消除数据安全隐患，也需要统筹组织各方对
相关技术进行升级加固，提升数字人民币的安全防护水
平，保障支付的安全便捷。

实现数字人民币体系与电子支付互联互通

让消费者可以“一码通扫”

9月9日，人们在“今

潮8弄”观灯。

当日，位于上海市虹

口区的“今潮8弄”举行中

秋灯会，形态各异、新潮

萌趣的花灯遍布在纵横

交错的海派弄堂和百年老

建筑中。 新华社发

老弄堂里

办灯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获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
服务管理规定》，着力解决利用弹窗违规推送新闻信息、弹
窗广告标识不明显、广告无法一键关闭、恶意炒作娱乐八卦
等问题，将于2022年9月30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是指通过操作系

统、应用软件、网站等，以弹出消息窗口形式向互联网用户
提供的信息推送服务；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是
指提供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

规定要求，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落
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生
态治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管
理制度。

三部门发布规定 整治互联网弹窗问题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就国会中本党籍议员与统一
教的关系进行内部调查，8日发布的调查结果颇为惊人：
将近一半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与统一教有牵连。

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说，根据调查，现任379名自
民党国会议员（不包含国会参众两院议长）中，179人报
告自己与统一教及其相关组织有关联，包括出席教会活
动、收取教会捐款、接受教会对其选举支持等。不过，茂
木否认自民党与统一教存在组织上的联系。

他说：“我会严肃看待、诚恳反省这份党内调查结
果。今后，本党将与任何已知存在社会问题的组织切断
联系，并以此作为本党政策，以免受到公众质疑。”

自民党此番自查缘于该党前总裁、前首相安倍晋三
遇刺身亡事件。

安倍7月初在奈良市街头为自民党参议员候选人做
助选演讲时遭前自卫队成员山上彻也枪击身亡。山上被
捕后供认，他母亲被统一教“洗脑”、将几乎全部家当供奉
教会，导致他家庭破裂、人生潦倒。山上称，出于报复心
理，他选择刺杀个人及其家族与统一教关系密切的安倍。

美联社称，统一教1954年创立于韩国，传入日本后，在
政界不断扩充影响力，与日本右翼保守政客关系尤其密切，
包括安倍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据日本媒体报道，统一教
常对教徒“洗脑”、迫其捐赠大笔资产，招纳信徒和商业扩张
手段也不甚正当。
按照共同社说法，自民党原本不愿开展自查，但由于它

作为执政党的公信力日渐下降，不得不采取具体措施来撇
清它与这一问题教会的关系。

调查显示，96名自民党议员承认出席过统一教或其下
属机构活动，20人说他们曾在此类活动中发表讲话。近50
人说他们在这类活动中付过钱，29人说接受过捐款。17人
承认接受过统一教信徒在本人竞选活动中充当志愿者，其中

包括安倍的弟弟、前防卫大臣岸信夫，前经济产业大臣萩生
田光一。

自民党此次自查把安倍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理由是
他已去世。在野党议员指责自民党自查不全面，不包括地
方议会中的自民党议员等。在日本，教会力量经常活跃于
地方议会，积极影响政治。

安倍死后，首相岸田文雄8月改组内阁，包括岸信夫在
内的7名据信与统一教有关联的大臣被撤换。然而，日本媒
体曝光，新上台的阁僚中，与统一教有牵连者甚至多于7人。
近期民意调查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下跌明显，这与自

民党成员与统一教牵连不断以及处理安倍身后事的做法引
起民众不满有关。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英国及部分英联邦
国家的民众将感受到生活出现诸多变化，比如货币、国
歌、护照、旗帜等。其中有些领域如要彻底完成“新旧更
迭”，可能需要数年。

英国《卫报》8日说，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
的君主逝世后，“要把她的名字、形象和肖像从英国乃至
整个英联邦的国民生活中分离出来，将需要更长时间”。

肖像终将更换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8日发表声明说，印有伊丽莎
白二世肖像的钞票“仍将是法定货币”。哀悼期结束后英
格兰银行将发布钞票方面的新公告。

英格兰银行1960年首次在其流通钞票上印上英国
君主肖像。从那时起，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出现在英国
不同版本、不同面值的钞票上。《卫报》数据显示，英国目
前流通的印有女王肖像的钞票面值总计约800亿英镑
（约合6425.3亿元人民币）。如果用印有新君主肖像的钞
票取代，可能需要至少两年。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造币厂日均生产
300万至400万枚硬币，至少到今年年底，其生产的硬币
都可能会保留现行设计。目前流通的硬币中，伊丽莎白
二世的面部略微朝右。依据英国君主肖像中君主面部朝
向与上一任相反的传统，新版硬币上国王查尔斯三世的
头部将偏向左。

依据英国《镜报》说法，英国皇家造币厂顾问委员会
已启动向财政大臣推荐新版硬币样式的工作。

另外，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还出现在一些英联邦国

家的货币上，比如，加拿大面值20加元的钞票、新西兰发行
的硬币、澳大利亚部分硬币和钞票等。她去世后，这些货币
也将陆续更新设计。

君主称谓更新

英国目前国歌名称为《天佑女王》，护照由于以王室名
义签发，内页措辞中关于君主的提法也均为“女王陛下”。
随着查尔斯三世继位，英国国歌和护照中的“女王”一词也
将变更为“国王”。

另外，在英国，原先涉及“女王陛下”的政府机构名称、
议员誓词和称谓等将改为“国王陛下”，白金汉宫外守卫的
卫兵不再属于“女王卫队”。

依据法新社说法，位于伦敦西区的女王陛下剧院也将
更名为“国王陛下剧院”。这家剧院历史悠久，知名音乐剧
《剧院魅影》1986年就在这里首演。

王室徽记变化

作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文首字母缩写，“EⅡR”是英
国王室徽记，出现在英国邮筒、邮票、邮戳、警察旗帜和头盔、
消防部门使用的标识等多种场合。在军队，军团会悬挂“女王
的彩旗”，其中不少彩旗上会绣上金色的“EⅡR”字样；当将军
乘坐海军舰艇时，军舰上扬起的旗帜上也印有“EⅡR”。
今后，现有邮筒将继续保留，但新的邮筒、邮票、邮戳及

其他印有王室徽记的产品将使用新版徽记。
另外，依据英国传统，君主居住的地方以及乘坐的汽车、

船只和飞机上会扬起王室旗帜。伊丽莎白二世使用的王室旗
帜为长方形，旗上图案由4个小长方形组成，其中一个画有一
头狮子，代表苏格兰；一个画着竖琴，代表爱尔兰；两个分别画
有三头狮子，代表英格兰；没有一个代表威尔士。依据《卫报》
说法，新君主继位后，可能会在王室旗帜上加入威尔士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卫报》说法，伊丽莎白二世在位
时，超过600家企业获得英国王室认证，向王室提供服务，
其中，既有知名珠宝商、钢琴生产企业，也有管道、树篱修剪
和面粉研磨方面的品牌。她去世后，这些企业可能会失去
王室认证，除非得到新国王或王室其他相关成员的授权。

新华社专特稿

女王去世 英国民众生活将有何变化

日本自民党自查

党内近半数国会议员与统一教有牵连

欧盟能源部长特别会议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讨论如
何应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以度过“艰难冬季”。围绕对俄罗斯
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的提议，各国意见不一，存在较大分歧。

俄罗斯方面9日重申，这类限价措施不会奏效，最终只会伤及
有关国家的自身经济。
欧盟委员会提议，对俄向欧盟出口的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以

削减俄方收入。按照欧盟规则，这类重大决策的提案需要27个成
员国一致同意才可通过。

波兰、瑞典等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另一些国家坚决反对。
提反对意见的部分国家指出，由于俄对欧盟输气量已大幅下降，设
置价格上限没必要。还有一些仍从俄进口天然气的国家担忧限价
措施招致俄方断供。

针对欧盟动向，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7日说，对俄天然气
限价“绝对是个愚蠢决定”。一旦欧盟做出违反合同的政治决定，
“如果不符合我方经济利益，我们会停止供应一切（能源），天然气、
石油、柴油或煤炭，一概停供”。 新华社专特稿

商讨对俄天然气限价欧盟分歧大

朝鲜颁布关于核武力政策的法令

新华社首尔9月9日电 据朝中社9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8日颁布关于核武力政策的法令。
该法令规定，朝鲜反对核战争等一切形式的战争，向往建设实

现国际正义的和平世界。朝鲜核武力政策属“防卫性质”，致力于
打造“可靠有效、成熟的核遏制力”，旨在防止拥核国家之间的误判
和核武器的滥用，最大限度减少核战争威胁。
朝中社报道称，核武力是“国家防卫力量的中枢”。法令强调，

朝鲜核武力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核武器”。
法令对核武力的使命、组成、指挥控制等方面作出法律规定。

巴洪灾严重损坏5000年历史古城

巴基斯坦今年遭遇历史上最严重洪灾，该国南部信德省内有
着5000年历史的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在暴雨中遭严重损坏。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日报道，信德省文化、旅游和文物局
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遭受大规模损
坏。信件由遗址负责人伊赫桑·阿里·阿巴西和建筑师纳维德·艾
哈迈德·桑加签名。

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大部分建筑位于地面，易受环境损坏。
信中所附图片显示，遗址砖墙已经倾倒，被层层淤泥覆盖。在现场
抢修的工作人员使用水泵抽水、修复砖墙并清理下水道。

阿巴西和桑加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4500万美元，以全
面修复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并建议将古城遗址列入《濒危世界
遗产名录》。

摩亨佐·达罗古城是印度河流域远古文明标志性遗址，198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新华社微特稿

9月8日，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的白金汉宫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