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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
孙德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最

高检13日消息，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
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定，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济南市人
民检察院已向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德顺享有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
孙德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
人孙德顺利用担任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交通银
行北京市分行行长，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行长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145家单位联合发起
“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转型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安 蓓）为加快各行业各领
域数字化转型，帮扶中小微企业
渡过难关和转型发展，13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以
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
金融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
共145家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共
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2020）”。

“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旨在
形成多方合力，推行普惠性‘上
云用数赋智’服务，不断加速推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
济新业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林念修说。

据介绍，数字化转型伙伴行

动将紧密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
“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
从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是突出
开放普惠，加快开发数字化转型
共性解决方案，鼓励平台企业提
供信息对接、开放资源、能力扶
持、软硬件支持、供应链支撑等全
链条服务，降低转型门槛。二是
突出共建生态，发布转型指引，加
强评估服务，构建从企业数字化
到产业链数字化的典型范例，打
通转型链条，提升转型能力。三
是突出协作共赢，打造基于网络
空间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
业集群”，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上
下游企业推进市场订单、研发设
计、生产能力、营销渠道的数字
化共享，提高转型效益。

2019年我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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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王思北）共青团中央维护青
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13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
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
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93.1％，我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相当普及。

根据报告，城乡未成年人的
数字差距进一步弥合，城镇未成
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
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90.3％，两群体的差异较2018
年的5.4个百分点下降至3.6个
百分点。手机是未成年人使用
最多的上网工具。未成年网民
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达
到74.0％，其中自己有上网手机

的为63.6％。
“调查显示，目前有65.6％的

未成年网民主要是通过自己摸
索来学习上网技能，通过学校学
习上网技能的比例仅为25.7％。”
报告指出，我国中小学尚未形成
统一的网络教育课程体系，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培训等都
还有待加强。

对此，报告建议，构建系统的
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重点将上网
技能、防止沉迷、自我保护、信息
甄别等能力作为必修课。从家
庭、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个
层面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未成年
人过度使用互联网的危害。同
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
安全和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多部门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更多中小学教师岗位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

者胡 浩）记者13日从教育部了
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做好2020年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公开招聘有关工作的通知》，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改善教师
队伍结构。

据了解，今年全国将招收40
多万高校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队伍，“特岗教师”计
划年度招募规模将达到10.5万。

通知指出，各地要加强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保障，加大事业编
制挖潜、创新和统筹调剂力度，
充分考虑多种增编因素，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更多中小学教师岗
位。加大幼儿园教师补充力度，

支持各地加强幼儿园编制配置，
有条件的省份每年核定一定数
量的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招聘学
前教育专业高校毕业生到幼儿
园就业。教师公开招聘实施“先
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不得
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
视性条件。可以通过适当放宽
招聘条件、降低或不设开考比例
等方式，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
边远地区学校任教。

通知要求，支持民办学校
积极吸纳就业，对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就业的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按规
定落实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
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扶持
政策。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收益率不
改去年下降趋势，仍一路走低，但
股票、期货等中高风险投资方式又
与稳健型投资者的需求不匹配。
如何优化资产配置？专家建议稳
健型投资者拉长投资久期，进行多
元化配置，关注理财子公司发行的
理财产品。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
示，今年4月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
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89％，环比下
跌7个基点，连续4个月下跌，创近
17个月内最大跌幅。

余额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
收益率也持续下跌。天弘余额宝
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4月初首次跌
破2％后仍在下跌，5月12日已跌
至 1.654％。统计显示，截至4月
26日，“宝宝类”理财产品平均7日

年化收益率已连续10周下跌。
专家认为，理财产品收益率与

市场流动性水平有关。今年以来，
人民银行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释放了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春节
后投放短期流动性1.7万亿元。3
月中旬以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Shibor）隔夜利率多次降至
1％以下，4月29日更是一度跌至
0.661％。

“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使
得银行资金成本有所下降，影响了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
认为，此外，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大类资产价格总体下降，也使
得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有所下降。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
明预计，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速明显

下降，未来银行理财和货币基金的
收益率都会比较低。

明明表示，过去理财产品动辄
4％甚至5％的收益率，未来一段时
间内可能很难实现。在自己的风
险承受范围内，投资者可从两方面
入手优化资产配置，一是拉长投资
久期，二是多元化配置，力争做到
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此外，专家建议，在银行理财
产品的选择上，可以多关注理财子
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与银行传
统的公募理财产品不同，理财子公
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可以直接
投资股票。随着理财子公司投资
能力的提升，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比例或将有所上升，在稳健的基础
上提高收益水平。”董希淼说。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

示，4月份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
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4.34％，
较传统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平均
收益率高出45个基点。

专家提示，理财子公司的产品
门槛更低、期限更长、风险更高。
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投资者应强化
个人风险意识，学会看懂说明书，

“闭眼买理财”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客户接受不了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那么大额存单和定期
存款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一名股
份制银行网点理财经理表示，目前
2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能达到3％以
上。近期一些银行大额存单额度
较少，投资者也可以关注期限较长
的定期存款，利率一般会在存款基
准利率的基础上有所上浮。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银行理财收益走低
如何优化资产配置？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13日发布消息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
测系统近期在野外发现一只白色的鹿科动物。经专家鉴定，确认为罕
见的野生动物白狍。图为4月5日，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兴沟分局
辖区，一只白狍在觅食（监测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我国发现罕见野生动物白狍我国发现罕见野生动物白狍

近日，山东港口烟台港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通过
延伸优化服务，高效组织生产，
保障中非铝土矿全程物流链稳
定运转，推动铝产业上下游企
业协同复产，助力打好产能恢
复“冲刺战”。

图为5月12日，船舶停靠
在山东港口烟台港矿石码头进
行卸船作业。

（新华社记者 朱 峥 摄）

烟台港稳定运转烟台港稳定运转
助力产能恢复助力产能恢复

仓促复工需警惕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
键成员福奇当天以视频会议方式
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
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关于疫情应
对情况的听证会。他在作证时说，
无论是城市还是各州，如果在不具
备“有效果且有效率的”应对能力
时就仓促地重启经济，疫情可能会
从小幅上升演变成大暴发。

福奇说，美国存在疫情暴发至
不可控程度的“现实风险”，这不仅
会导致本可以避免的病痛和死亡，
还将推迟经济复苏。他说，虽然美
国正沿着防控疫情的“正确方向”
前进，但这绝不意味着疫情已经完
全得到控制，如果缺乏足够应对措
施，今秋将出现疫情反弹。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马克·赞迪日前表示，美国各
州过快重启经济存在较大风险，可
能引发第二波疫情暴发。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
蒂芬·罗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如果没有疫苗而仅凭当前的
抗病毒药物治疗及保持社交距离
等措施，即便重启经济，美国民众
也不会愿意冒险外出就餐或旅游。

死亡人数或低估

听证会上，美新冠死亡病例数
是否被低估也是关注重点。对此

福奇表示，美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
很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在回答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
斯的问题时，福奇以面临医疗资源
短缺的纽约市为例称，可能有很多
人感染新冠病毒却没有去医院治
疗，死于家中，因而未被纳入官方
统计。福奇表示，不清楚实际新冠
死亡病例数比官方统计的具体高
多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2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136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8.2 万
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居
世界首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
估研究所12日更新了新冠疫情模
型预测，再次上调对美国新冠死
亡病例的预期，预计到8月4日美
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14.7
万例。该机构5月4日公布的模
型预测结果显示，至8月4日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约13.4
万例。

“苦口婆心”谁人听

自1984年起，福奇开始出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一直奋斗在美抗击新发流行
病的最前沿。在白宫疫情记者会
上，他向民众提出各种防疫建议，
还常常公开“纠正”总统特朗普。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先前所作一
项全国调查显示，78％受调查者认
可福奇的表现。《洛杉矶时报》在一
篇文章中写道，福奇是大众需要的
说出疫情真相的人。

但在美国抗疫中，福奇却屡屡
被白宫方面晾在一边。本月早些
时候，白宫还曾阻止福奇到民主党
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
会就疫情应对情况作证。

这次参加共和党人控制的国
会参议院组织的听证会时，福奇也
受到了公开指责。肯塔基州联邦
参议员、共和党人兰德·保罗在听
证会上炮轰福奇说：“你（福奇）不
是一锤定音的人……我们可以听
取你的建议，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人
认为（疫情数据）不会出现激增，我
们可以安全地重启经济。”保罗在
听证会后对美国媒体表示，“我不
认为这些科学家中的任何人是无
所不知的”。

面对保罗的说法，福奇反驳
道，自己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
人，而是科学家、医生和公共卫生
官员。

与保罗力挺迅速复工复课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莉萨·穆尔科斯
基、科里·加德纳和乔尼·恩斯特等
数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表示，在
重启经济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应
该听取专家的意见。（新华社记者
邓仙来 孙 丁 徐剑梅）

现身国会听证会
福奇传递两大信号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12日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新冠疫情

应对情况作证时释放了两大信

号：第一，仓促重启经济可能会

导致严重后果；第二，美国实际

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能高于官

方统计。分析人士指出，年近

80岁、服务6任美国总统的知

名流行病学家福奇明确表达了

对于仓促重启经济的担忧，但

其“苦口婆心”能否被白宫方面

认真倾听难以预料。安东尼安东尼··福奇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国会听证会福奇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国会听证会。。（（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杰杰 摄摄））

德国病毒学家：

新冠病毒人造论
“纯属一派胡言”

据新华社柏林5月12日电
（记者任 珂 田 颖）德国柏林沙
里泰大学医院病毒学教授克里
斯蒂安·德罗斯滕12日再次驳斥
了“新冠病毒人造论”，认为这种
不负责任的言论强化了带有政
治目的的危险阴谋论。

德罗斯滕当天接受北德意志
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和欧
洲科学家均在蝙蝠携带的病毒中
发现与新冠病毒略有不同，但是

“非常非常相似”的某种特征。因
此，新冠病毒并非人造，而是在自
然界的进化过程中偶然产生的。

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
主吕克·蒙塔尼耶先前对法国媒
体表示，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
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
段一样，这表明新冠病毒是一种
人造病毒。德罗斯滕对此予以
驳斥，并表示这种相似性“非常
常见”，蒙塔尼耶有关人造病毒
的说法“纯属一派胡言”。

古巴敦促美政府
对古巴使馆遇袭
展开详尽调查
据新华社哈瓦那5月12日

电（记者林朝晖）古巴外交部长
罗德里格斯12日敦促美国政府
对古巴驻美国大使馆遇袭事件
展开详尽调查。

4月30日凌晨，一名古巴裔
美国人向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古
巴驻美使馆开枪扫射，之后被美
国警方和特工处人员控制并逮
捕。袭击发生时使馆内有10名
外交官，无人受伤。

罗德里格斯说，古巴驻美使馆
遭遇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政府
一直保持着“可疑的沉默”。罗德
里格斯指出，不能单独看待此次
袭击事件，它是长期以来华盛顿
针对古敌对政策、美国政客的仇
恨言论和煽动暴力所带来的直接
后果。古方有证据显示，袭击者与
美国反古团体之间存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