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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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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信
息

动画片 《熊出没·狂野大陆》
动画片 《新神榜：哪吒重生》
王宝强、刘昊然主演《唐人街探案3》
贾玲、张小斐主演 《你好，李焕英》
刘德华、肖央主演 《人潮汹涌》
雷佳音、杨幂主演 《刺杀小说家》
陈坤、周迅主演 《侍神令》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新华社北京电 最高人民检察
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22日在
最高检厅长访谈中，介绍了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
况，有侵害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
追究刑责，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
到了相应处罚。

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
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下发《关
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的意见（试行）》，到2020年9
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
起诉的案件近500件。

湖南某小学发生教师强奸、猥
亵学生案件，但涉事学校负责人员
却隐瞒不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副
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公诉，相
关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
关办案中发现的违反强制报告规
定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相
应处罚。例如，上海市某区检察
院针对一起教师在校园内猥亵女
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及时
提出处理意见。区纪委监委经过
审查调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
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
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为9
级的处分。

史卫忠表示，当前各地持续深
化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的落实。例如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
院、区公安分局创新工作方式，联合
开发运行“强制报告APP”，进一步
畅通了快速发现、报告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渠道，为各部门合力保护

未成年人搭建了平台。
据介绍，强制报告制度执行过

程中，一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
侵害案件因医务人员按规定报告得
以及时发现。还有一些农村留守、
智障儿童遭受侵害案件，因学校教
师报告发案，使农村贫困智障家庭
的孩子得到了及时保护，避免了智
障女童长期、多次被性侵等问题的
发生。

“下一步，最高检将在认真总结
规范的基础上，优化12309检察服
务平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建
设，实现与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衔
接，并通过APP、小程序等方式，为
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细提供更加便
捷的渠道和方式。”史卫忠说。

刘硕 陈菲

新华社北京电 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22日说，截至2月 21
日，中方已向非洲的赤道几内亚、
津巴布韦援助疫苗，下一步，将向
19个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疫
苗援助，未来还将向更多非洲国
家援助疫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当地时间19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
会议上称，欧美应立即向非洲运
送足够的新冠疫苗，否则非洲国
家将转向从中、俄采购疫苗，这会
导致西方力量成为虚化的概念。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方欢迎并支持

法国等欧美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疫
苗，助力非洲国家战胜疫情。

汪文斌说，中方向有关非洲国
家援助和提供疫苗，是中非传统友
好的生动体现，也是中方落实习近
平主席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宣
示的具体行动。“我们也支持有关企
业向急需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
已授权在本国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
非洲国家出口疫苗。”

汪文斌说，中方开展疫苗国际
合作，目标是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
产品。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根据非方需求向其提供支持
与帮助，携手共同战胜疫情。

温馨 孙楠

新华社悉尼电 澳大利亚默
多克儿童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儿童新冠重症患
者较少的原因是他们对新冠病毒
的固有免疫应答更强，免疫系统
能迅速对病毒展开攻击。

免疫应答是免疫系统识别和
清除病毒等抗原的过程，可分为
非特异性的固有免疫应答和适应
性免疫应答。其中，固有免疫应
答是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
道防线。

论文第一作者、默多克儿童
研究所的梅拉妮·尼兰德在该机
构近日发布的公报中说，此前已
发现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
小，并且近三分之一儿童感染者
并无症状，了解不同年龄段人群
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症状差异有助
于相关预防和治疗工作。

为此，研究人员对墨尔本地区
感染新冠病毒或暴露于病毒环境中
的48名儿童和70名成年人的血液
样本进行了分析，并监测了感染者
在急性感染期及之后两个月内的免
疫应答情况。

研究发现，相较于被感染的成年
人，儿童感染新冠后有更强的固有免
疫应答，他们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被
激活，同时血液中单核细胞、树突状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免疫细胞减
少。尼兰德解释，这表明免疫细胞
正在向感染部位迁移，在病毒扩散
之前迅速将其清除，而在成年人体内
没有观察到类似的免疫反应。

研究还发现，暴露于新冠病毒
环境中但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儿童
和成年人的免疫应答相似。这些
儿童和成年人体内中性粒细胞数
量都有所增加，这有助于保护他们
免受感染。 郭阳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
50多家公司提示风险

2月22日，*ST宜生股价已连
续第20个交易日在1元以下徘徊，
将成为退市新规下首只触及“1元
退市”交易类指标退市的个股，且没
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元退市股”，2021
年以来还有50多家上市公司相继
向投资者提示退市风险。其中，仅
1月30日就有30多家公司同步发
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续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
“披星戴帽”的ST家族，也包括了
不少新面孔。西域旅游1月28日
发布提示性公告称，经公司财务部
门测算，预计 2020 年度扣非后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4985 万元至-6185万元，预计
营业收入为4900万元至 5080万
元。根据退市新规，若公司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
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A股股
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旅游
发布上述公告时，距其登陆创业板
尚不足半年。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入口多元”匹配“出口畅通”

2020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
易所退市新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
制基本理念，新规着重建立与“入口

多元”匹配的“出口畅通”。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

务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四
类强制退市指标逐一进行了完善，
包括将原“面值退市”的交易类指
标修改为“1元退市”，同时新增

“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
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财
务类退市标准采用营业收入和扣非
净利润的组合指标；规范类指标新
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
陷且拒不改正，半数以上董事对
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
不改正两类情形；重大违法类指
标完善“造假金额+造假比例”
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
规避退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
市环节……全面优化指标体系的同
时，退市新规强调严格退市执行、提
高退市效率，以坚持“应退尽退”被
各方冠以“史上最严”。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
国证券市场而言，新陈代谢机制失
灵一直是其难言之痛。标准不可
谓不严，但总有一些公司通过粉饰
报表、突击重组侥幸“过关”；执行
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市流程依
然令A股市场滋生“死而不僵”的
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末
A股市场先后有127家公司退市。
剔除证券置换、私有化、吸收合并等
情形后，因触及各类指标而退市的
公司仅为80家。

A股市场几多“雷”
扫扫更健康

“最严”新规之下，A股市场究竟
有几多“雷”？除*ST宜生外，截至22
日*ST成城收报0.72元/股，连续18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即使未来
两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无法摆脱退
市命运。此外，还有多只个股在“1
元退市”生死线上方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
50多家公司中，大多预计2020年

“扣非后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
1亿元”，从而触及相关组合退市指
标。以往每到年关便纷纷上演的突
击交易规避退市，将因“财务指标和
审计意见类型指标交叉适用”偃旗
息鼓，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公司
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年至今50
多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包括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操纵
证券市场等情形。123家公司近一
年信息披露、运作存在重大缺陷。
预计其中部分公司将因触及规范类
或重大违法类指标而退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
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
来，作为资本市场的两大基础性制
度，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和注册制
改革首尾呼应，将在拓宽入口的同
时，通过“扫雷”畅通出口。“A股‘不
死鸟’现象终成历史，将助力中国资
本市场构筑更健康生态。”周荣华
说。 新华社记者潘清

外交部：

中方将向更多非洲国家
援助疫苗

新研究：

固有免疫应答更强
助儿童较少出现新冠重症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扫出A股几多“雷”？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50多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
险……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退市新规已经开始发威。针对

“出口关”的制度完善，究竟能帮助A股扫出几多“雷”？

21日，在大兴区亦庄镇一处疫苗接种点，医护人员为接种人员接种
新冠疫苗。当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一处疫苗接种点，探访该
地区疫苗接种。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北京市大兴区已完成了九类重点
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 彭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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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告制度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