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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布全球地表最新
“快照”
并捐赠联合国

■新华社
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我国发
布 2020 版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并捐
赠给联合国，
以进一步服务于全球治理体
系改善，
应对资源环境生态领域挑战。
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北京时间15日
晚间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代表的联
合国捐赠了这一数据。该数据包括全球
耕地、
森林、
草地、
灌木地、
湿地、
水体、
苔
原、
人造地表、
裸地、
冰川及永久积雪等地
表覆盖类型，合计 966 个数据集，覆盖全
球陆地表面1.49亿平方千米。
这是继2014年向联合国捐赠数据以
来，
我国再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新地理信
息公共产品。2014 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
完成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产品（2000
版和 2010 版）并于同年 9 月捐赠给联合
国，
成为我国向联合国提供的首个高科技
公共产品。
2000 版、
2010 版及 2020 版三版数据
形成本世纪以来全球陆地表面每隔10 年
一次的“快照”，反映了 20 年间全球土地
利用和景观格局总体变化状况，
将为深入
开展全球变化研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

■新华社

程、
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等提供支撑，
为人
类应对资源环境生态领域的全球性挑战
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2020 版数据首次生成了完整
的南极洲 30 米地表覆盖数据，并填补北
纬高纬度区域地表覆盖信息空白，
累计增
加 113 个数据集，
真正实现全球陆地表面
全覆盖；
影像数据源更加丰富，
质量进一
步提升，
其中国产自主卫星影像覆盖度达
67%。
全球地表覆盖分布及变化反映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
是生态环境监测、
气候变
化研究、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信
息。该数据被联合国系统多个专门机构、
130 多个国家用于全球变化分析、
可持续
发展规划等领域，
有效服务于全球治理体
系改善。
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推进这一数据的
维护更新工作，
不断提高分类精度与生产
更新效率，
为全球提供高质量的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产品。中方将在联合国框架下，
继续与各国加强合作，
特别是为发展中国
家提升地理信息管理能力提供帮助，
为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抖音日活跃用户破 6 亿

音赚到800亿元。
业界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让线下需
15 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抖音创 求大量转移到线上，
催生出直播带货、
在
作者大会”
上，
北京字节跳动CEO张楠披 线办公、网上授课、线上健身等新业态，
露，
截至 2020 年 8 月，
包含抖音火山版在 视频和直播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
内，
抖音的日活跃用户已超6亿。
重要的角色。
据抖音披露，
过去一年，
有超过2200
“生活成就抖音，
抖音丰富生活。
”
张
万人在抖音合计收入超过 417 亿元。未 楠说，为了满足用户多种生活场景的需
来一年，
抖音将投入价值100亿元流量资 要，抖音先后推出并完善了直播、社交、
源，通过流量扶持升级、服务手段完善、 电商、
搜索等全新的用户服务场景，
丰富
变现渠道扩展三方面，帮助创作者在抖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美国近 55 万名儿童
确诊新冠肺炎

遗失声明

▲福州三爱药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遗失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福建海峡
■中新网
银 行 福 州 永 兴 支 行 ，账 号 ：
100000228500010003
核 准 号 ：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 J3910000304903)，声明作废。
据，截至北京时间 15 日 11 时 22 分，美
停气通知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6553399 例，
死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
亡病例为194489例。
21:30 至次日 6:30 进行，届时万达广场 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儿 区、曙光路宇洋金座地中海星厨花园、万
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数据显示，
8 月 达广场 A、B、C、榕信东苑 4#、瓜果城 I 期、
27日至9月10日的两周内，
美国儿童确 榕江新天地（瓜果城）3#、亚峰居住小区
诊病例增加了15%，
累计近55万名儿童 3#、桂园怡景 4#、桂园怡景 2#、海润滨江、
确诊新冠肺炎。
圣淘沙花园、连江路红星苑 3 期、金融街
AMP 广场、曙光路宇洋金座地中海星厨花
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先进单位
园、鳌港苑、亚峰小区、鳌光新村、香江万
里、亚兴路水晶花园 7#楼、亚兴路亚峰新
区、鳌峰小区一期二期、光明港东侧两岸
学校代码：70213
——★ 五年专招生专业 ★——
整治安置房、光明港新村 5 号楼、鳌峰路渔
金融管理、
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
动漫制作技术
人码头海鲜火锅店、鳌峰路兴业银行食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堂、福人小区将停止供气。
服装与服饰设计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 三年专招生专业 ★——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会计★ 会计电算化★ 计算机应用★
13:00 至 18:00 进行，届时赤星新苑及西庄
金融事务● 物流服务与管理●商务英语●
小区、健康大排档、康桥新苑一二期、印象
电子商务
服装设计与工艺●
跨境电子商务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建州餐饮店、汇景佳园、崇安佳园、摩卡小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软件与信息服务
区、
锦绣文华小区、
健康佳园将停止供气。
★省级重点专业
●市级重点专业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报考以上专业三年学费全免
本校学生勇夺2020
本校学生勇夺
2020年福建省高职考试服装类全省
年福建省高职考试服装类全省状
状 元 ！ 8:30 至 12:00 进行，
届时光明港苑将停止供
学校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318号（上渡派出所旁）
气。
招生热线：83259413 18950218979 何老师、张老师、肖老师
请以上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
全。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

校园官网

校园 VR

招生 QQ 群号

2019 年 3
月9日，
吉尼斯
世界纪录正式
认定生活在日
本福冈县福冈
市的 116 岁老
人田中力子为
世界最长寿老
人。新华社发

日本百岁老人 50 多年来首超 8 万
■新华社

日本百岁老人中，女性占
88.2%。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
在各都道府县中，位
数据显示，
截至15日，
日本 于本州岛西南部的岛根县
有80450名百岁老人，
这是 百岁老人密度最高，每 10
百岁以上人口连续50年增 万人中有超过 127 名百岁
长，也是 1963 年开始调查 老人，连续 8 年领先日本。
以来百岁老人首次超过 8 高知县和鸟取县位列第二
万。
和第三，每 10 万人中百岁
日本共同社援引厚生 老 人 分 别 超 过 119 人 和
劳动省数据报道，今年日 109人。
本百岁以上男性比去年增
目前，
117 岁的田中力
加 1011 人，达到 9475 人； 子 是 日 本 在 世 最 长 寿 女
百岁以上女性比去年增加 性。她生于 1903 年，家住
8165 人 ，达 到 70975 人 。 福冈县，获吉尼斯世界纪

录认证为“全球在世最长
寿老人”
和
“全球在世最长
寿女性”。日本在世最长
寿男性是 110 岁的上田干
藏，
生于1910年，
家住奈良
县。
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
期一是日本的“敬老日”。
厚生劳动省每年在这一时
期汇总、公布百岁老人人
口数量。日本官方从 1963
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数
量，
当年记录153人。这个
数字在1998年突破1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