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召罕见三星连珠：5大天象将集中在2天内上演、“吃人肉”概念获奖——2020年 11月全球新闻月刊（末后事工整理）

11月有个奇葩的新闻，伦敦有个展览，展示了一些实验室培养的肉，这些肉的细胞取自人类的脸颊内侧，由从过期血液中提取的血清进行喂养，这家初创公司正在调整

实验室人造肉类背后的技术，以生产一个可以让人们自己动手的 DIY工具包，使其可以从自己的细胞中培育肉类，以便食用。而他们把这种肉命名为衔尾蛇。这会不会

让你想起那张著名的衔尾蛇神图？人类是否正在被所谓的高科技迷惑，吞吃自己。。

12月的天象比这更奇——

罕见：  12.14  日全食 + 双子座流星雨极大 + S3彗星近日

更罕见：12.21  冬至日三星连珠（土、木、地球） + 小熊座流星雨极大！

从地震看，11月似乎相对平静，而12月开局2天就已有2场6级以上地震：



11月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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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

12      月天象预告：特别期待，完美的收官月！   

地球居民      12      月将迎几大天文事件  

罕见：  12.14  日全食 + 双子座流星雨极大 + S3彗星近日

更罕见：12.21  冬至日三星连珠（土、木、地球） + 小熊座流星雨极大！

NASA      获批将  火星土壤样本带回地球  毅力火星探测车已经在前往火星的途中，它计划在2021年 2月登录红色星球，毅力号配备了一系列样

品采集装置，它将收集岩石和土壤样本，并存放在指定地点，供后续任务带回。NASA 和 ESA希望在

2020年代中期启动火星探测的下一阶段任务，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2030年代拿到火星样本。 

嫦娥五号发射成功，中国航天历史性一幕，首次造访

月球陌生地带并将采样返回

11.24凌晨 4时 30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五号由长征五号遥五火箭运载升空并成功发射，将

运送嫦娥五号探测器至地月转移轨道，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欧盟加入“月球空间站”，协助美国改造月球，共同

瓜分月球基地

近日，欧洲航天局和美国航天局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将协助美国在月球轨道上，建造“月球空间

站”，并提供2个太空舱的建造支持。等到月球空间站建成后，欧洲航天局可以派出 3名宇航员前往

工作。

美太空军成立新部队，专打“轨道战” 美国《国家利益》11月 6日文章称，一支名为“第 9太空三角洲部队”的单位被委派执行这一任务，

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在必要时发动太空攻击，为威慑以及必要时挫败轨道威胁而发动保护和防御性

军事行动、并为国家决策当局提供应对选项。

美国“天眼”将被拆解 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将被拆解报废！中国“天眼”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架此类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美

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出于安全考虑，将让位于波多黎各的世界第二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退役。

中国天眼已发现二百四十多颗脉冲星，首次追踪到快

速射电暴与磁星间联系

11 月 4 日，国家天文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天眼自今年 1 月验收以来，设施运行稳定可

靠，近一年已经观测服务超过 5200个机时，达到预期设计目标近 2倍。截至目前，FAST 累计发现脉

冲星数量超过 240 颗，基于 FAST 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达到 40 余篇。

米舒斯京启动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杜布纳（莫斯科州）消息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启动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此为

首个大科学项目。启动仪式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举行。

英国的一个实验性聚变反应堆已成功通电 经过长达七年的漫长发展，英国的一个实验性聚变反应堆已成功通电，并实现了“首次等离子体”：

确认其所有组件都能协同工作，将氢气加热到物质的等离子相。上周，由牛津郡库勒姆市的一台名为

MAST Upgrade的机器实现了这一过渡，这是一个正在运转的核聚变反应堆的基本组成部分，科学家数

十年来一直梦想着实现这一梦想。

万圣节   UFO      从天而降？拜访业余天文学家  加拿大蒙特利尔业余天文学家 Bruce Swartz声称，10月 31日万圣节晚上 9点30分，UFO出现在他家

https://mp.weixin.qq.com/s/agsBb77a7T_-Zu86X2LkeA
https://mp.weixin.qq.com/s/agsBb77a7T_-Zu86X2LkeA
https://www.toutiao.com/i689106016350414489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44747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041525370101470830760A0706F5&group_id=689
https://www.toutiao.com/i689106016350414489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44747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041525370101470830760A0706F5&group_id=689
https://mp.weixin.qq.com/s/KsQdqEgm9bjvjeUfLmKitA
https://www.toutiao.com/i68908020357597762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441579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0323031901014708304809152FD6&group_id=689
https://www.toutiao.com/i689741904752517172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596902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2122302001002202015226D1B127&group_id=689
https://mp.weixin.qq.com/s/PTfpayXDBzR41yvEeYQpig
https://mp.weixin.qq.com/s/PTfpayXDBzR41yvEeYQpig
https://mp.weixin.qq.com/s/XxMcJ-6EvdGnOxYxRDHi7g
https://mp.weixin.qq.com/s/ijVrbGWpMSHSB8p4bb3npw
https://mp.weixin.qq.com/s/Mm5zjJqCymBt46L4v4460Q
https://mp.weixin.qq.com/s/K1loJbCLlnkpQ0ZY0mF_sA
https://www.toutiao.com/i69015097260105077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91673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221453801014708321317465204&group_id=690


房子上，以观察月球 UFO 而闻名的 Bruce 感到惊讶和兴奋，但仍能够从容的使用红外摄像机拍摄

‘UFO’

2020      年      10      月      18      日伊利诺伊州农场主拍摄的一头鹿，  

遭到残割，带着如此严重的伤口走来走去。

2020年 10月 11日，在俄克拉荷马州劳顿的科曼奇县北部发生了残割。莎莉·米勒（Sally Miller）

的牧场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的牧场有十多个残割物。在这个牧场上不仅发生了残害，而且在那里也

看到了奇怪的光球！牧场主和访客体验了这些光球。

网迷猜测，外星飞船在太阳上发射巨大光束？ 11.1，NASA 的 SOHO 太阳卫星的 EIT 304 镜头貌似捕获了一辆巨大的外星飞船，向太阳发射光

束。图像显示，貌似有两艘飞船出现在太阳旁边的空间中，其中一辆在太阳附近发射巨大光束。

2020      年      11      月菲律宾稻田上的光球  2020年 11月菲律宾 圣何塞 博朗安 的不明飞行物，一个明亮的光球，漂浮在稻田上。随着移动而大

小呈现变化。考虑到 YouTube中视频发布者是一个菲律宾人，而且只有几个粉丝，作弊的可能性很

小。类似的光球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

巨大火球突降日本：夜空瞬间被照亮，多地民众目睹 当地时间 29日凌晨 1点 34分，日本西部多个地区观测到一颗流星坠落。现场视频显示，一个巨大的

火球从天而降，突然发出强光照亮天空，随即消失。这一幕被多地民众目睹，引发热议。

美国犹他州巨型金属柱再添神秘，网友发现多年前就

已悄悄树立于此

据报道，美国犹他州南部沙漠地区近日出现一根神秘巨型金属柱，金属光滑外表与四周岩石形成强烈

对比。据网友的调查，这根金属柱在 2015年就已经存在而且可能已经存在了 40年，50年，甚至更

长。

神秘金属巨石再现罗马尼亚曾在美国荒漠出现又消失 英国《每日邮报》11月 30日报道，上周末，有人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山上发现了一块神秘金属巨石，

该巨石附近就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达契亚要塞群。而此前，相似的巨石曾出现在美国犹他州沙漠

混种人 未来士兵将用脑电波无声交流？美媒：美陆军破译大

脑信号取得突破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11月 25日发表了题为《未来士兵们能用大脑信号进行无声交流吗？》的

报道称，破译大脑信号取得突破或将成为未来士兵行动时实现无声交流的第一步。美军研究人员能在

https://www.toutiao.com/i690087105263776615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78139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108095101014708321315130844&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087105263776615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78139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108095101014708321315130844&group_id=690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2012/01/38239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0118807327971790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82585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
https://www.toutiao.com/i689964427586102938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48690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272221460101470832132651306F&group_id=689
https://www.toutiao.com/i689964427586102938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48690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272221460101470832132651306F&group_id=689
https://mp.weixin.qq.com/s/BKn3RNEdg9PiNjrWGRUPDg
https://mp.weixin.qq.com/s/8_I8_RrPWytVxYpGoXHcRA
https://mp.weixin.qq.com/s/EaAltDugclEn6kinx9-lww
https://mp.weixin.qq.com/s/EaAltDugclEn6kinx9-lww
https://mp.weixin.qq.com/s/00uOItESBfKQAdFJKEAVeQ


AI 

高科技

 

该研究的基础上让大脑和计算机交流，从而使得士兵在战场上通过计算机进行无声交谈。

新型电子皮肤：更像人类皮肤，可同时感知温度和应

力！

据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近日报道，该校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研究小组共同开发出一款多模态离子电子

皮肤，可同时测量温度和机械刺激。是模仿人类皮肤的柔性电子设备。它由轻薄、透明、柔性、可拉

伸的材料制成，可非常方便地贴合于人体皮肤表面，感知压力、温度等外界环境刺激，实现人工触

觉。

波士顿动力又将易主，机器人界顶流明星为何如此难

以商业化？

波士顿动力短短十年不到，即将迎来第三次易主，传出售给韩国现代集团。

瑞博生物梁子才：小核酸制药渐成现代制药的“第三

次浪潮”

近日，小核酸领域头部公司 Alnylam Pharmaceuticals 宣布其 RNAi 新药 Oxlumo已获欧盟批准上

市，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草尿酸症 1型  的药物，也是唯一一个被证明可以降低有害草

酸水平的疗法。该公司今年被黑石集团以 20 亿美元的价格重仓押注。

初创公司  “吃人肉”概念获奖  :   人体细胞培育的肉  ,  

这是在复活古埃及衔尾蛇神？…

由伦敦设计博物馆主办的"比兹利年度设计奖"中，有一项设计脱颖而出：将在家培养细胞的试剂盒进

行了概念化。他们在展览中展示了一些实验室培养的肉。这些肉的细胞取自人类的脸颊内侧，由从过

期血液中提取的血清进行喂养。 牠们把这些肉命名为衔尾蛇肉（Ouroboros Steak）。

导入了人类特有基因后，猴脑有了进化的趋势 最近，科学家们将一个人类特有的基因转入到了猴子之中，使其长出了更加强大的头脑。这项发表在

Science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人类特有的基因，可能在人类大脑进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首款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 亮相 11 月 23 日，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拉开序幕。人工智能独角兽云从科技在会上亮相

了全球首款人机协同操作系统 CWOS，同时该系统入选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可恢复      90%  手部功能！自定参数实现精确抓握，“汉  

尼斯”仿生手登      Science      子刊封面  

在近期刊发的 Science 子刊 Science Robotics 上，仿生手 “汉尼斯（Hannes）” 的相关论文登

上封面，研究由来自意大利理工学院和意大利国家工伤保险研究所 INAIL 假肢中心的科学家团队完

成，其中还有截肢患者、整形外科医师和工业设计师等共同参与。

新型光驱动芯片：打造更小巧的人工智能！ 据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开发出一项新的人工智能技

术，它将成像、处理、机器学习和存储功能集成到由光驱动的单颗电子芯片中。

台积电走向      2nm  ！  3D      封装芯片      2024      年将大规模量产  据中国台湾媒体报道称，台积电(TSMC) 在实现 2nm工艺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该工艺可以生产数十

亿个晶体管，可能会突破摩尔定律放慢的局限。

3D      打印火箭发动机真被做出来了！点火实测成功  6200万美元，这是马斯克透露的猎鹰 9火箭单次任务报价。

这个价格，已经让业内惊呼「白菜价」了。

但另一家商业航天公司给出报价甚至不到它的五分之一！

这种真正「白菜价」的火箭，由 Relativity Space开发生产，并且是3D打印的。

最近这一型火箭刚刚完成首次发动机地面点火试运行实验。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50      家聪明公司榜单！后疫情  

时代，聚焦中国（见后面详情图片）

2020 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全球评审委员会在中国支点的概念之上，再次锁定 “中国聚

力”。

过去一年，新冠疫情、美股震荡、贸易摩擦、技术禁令、中美脱钩、逆全球化事态、全球经济增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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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等诸多复杂因素逆境未能扼杀中国市场对于未来新高度的攀爬与追求，新基建的提出开始重构基础

生产力，在生命科学技术、创新药、合成生物、商业航天、新材料、新能源、5G、物联网、量子计

算、高性能芯片等多个赛道中，新崛起的 “聪明公司” 们已开始引领下一轮增长。

芝加哥大学科学家将      IBM      电脑变成量子材料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将IBM最大的量子计算机本身变成一种量子

材料，对计算机进行编程，使其变成一种叫做激子凝聚物的量子材料，这种材料最近才被证明存在。

这种凝结物因其在未来技术中的潜力而被确认，因为它们可以以几乎零损耗的方式传导能量。

以色列公司推出无需耳机的新未来主义音频技术 以色列Noveto Systems公司11.13发布一种新未来主义音频技术：音乐和声音直接传送到你的头上，

不需要耳机。这种听觉感受直接来自于科幻电影。3-D声音如此接近，感觉就像在你的耳朵里面，同

时也在你的耳朵前面、上面和后面，也不会打扰到周围的人

未来手机可能是一块皮；人类也许能瞬移……

2020WE      大会，四洲六国顶尖科学家打开“任意门”  

哆啦 A梦的任意门，未来可能人类通过量子科技也能做到这样的瞬移；科学家研究的电子皮肤，能像

金刚狼一样自愈和感知外界，甚至成为未来式手机，被称为“画皮”计划；未来人类或许可以在金星

上建一座“天空之城”……11月 7日，腾讯科学 WE大会揭秘地球这颗“蓝点”上的各种科学之谜。

华为凤凰引擎：从      GT      走向      RT  10月 22日，华为凤凰引擎专家在 CNCC2020图形学专场中，发表了《华为凤凰引擎-图形技术演进趋

势》演讲，华为凤凰引擎将通过图形引擎服务为游戏厂商、应用厂商及个人开发者共享华为先进的图

形处理技术。打造独特丰富的3D场景，带给用户沉浸式的体验。

考古 埃及出土百具距今约 2500年的彩绘木棺 新华社开罗 11 月 14 日消息，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 14 日宣布，在吉萨省塞加拉地

区出土 100 具距今约 2500 年的彩绘木棺，这是埃及本年度最大的考古发现。

尘封千年历史重现，北朝考古博物馆开馆 以邺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为代表的北朝历史文化是魏晋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

缩影。近日，北朝考古博物馆正式开展，1000余件珍贵文物与公众见面。馆藏文物囊括了数十年来的

考古成果，促使人们去了解那尘封了1500多年的北朝岁月。

三星堆博物馆登陆《国家宝藏      3  》  11月 9日，央视“宝藏”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正式官宣，定档 12月 6日。这季节目中请

来了故宫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布达拉宫、敦煌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孔子

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在刚刚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九座历史文化遗存的负责人共同拉

开了卷轴，揭示本季《国家宝藏》参加单位的时间脉络，600年的紫禁城、930年的西安碑林、1000

年的苏州园林、1300年的布达拉宫、1700年的敦煌莫高窟、2200年的秦始皇帝陵、2500年的孔府孔

庙孔林、3200年的三星堆、3300年的殷墟。它们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博的顶级阵容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墓”出土千余件  

文物

10.30，国家文物局通报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同样位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的“2018血渭一号

墓”的最新进展。“青海血渭妖楼“的原型，其实是热水墓群中的“热水一号大墓”，它并非九层，

而是一座3米多高的三层台。热水墓群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1982年考古发现并得名，

是6~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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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地球

异动

/

极端

天气

俄罗斯远东遭遇暴风雪，覆冰厚度创      30      年纪录，海  

参崴变冰河世纪

报道显示，这场从 19日开始的恶劣天气，导致符拉迪沃斯托克移动通信不畅、轮渡停摆、航班延

误，市内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全部停运，公共汽车运行也非常困难。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倒下的树木

和断落的枝干，汽车、电线和道路结冰情况严重，俨然如同冰河世纪一般。整个边疆区大约 15万人

面临断绝水电暖供应的窘态，受此影响，边疆区政府宣布因暴风雪全区进入紧急状态

俄罗斯河流一夜之间变血河  ,   河水血红一片  据《每日邮报》等多家媒体于 11月 7日报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克麦罗沃市，当地几条河流离

奇变红，河水如同鲜血一般，乍一看还真的很吓人。环保官员说，红色的水来自一条被堵塞排水管，

但是导致河水变色的化学物质仍在调查中。

雷暴雨夹冰雹袭澳洲 冰雹大如板球直径达      13      厘米  危险的雷暴雨夹着冰雹周六袭击澳大利亚新州和昆州部分地区，其中袭击昆州东南地区的一些冰雹大

如板球，直径达 13厘米。在布里斯班南部的山顶区，以及昆州东南的部分地区，遭受一连串被形容

为非常危险的雷暴雨袭击。

火山

大地震

 

俄堪察加半岛正在爆发的火山抛出高达      7500      米灰柱   11月 19日消息 堪察加半岛正在爆发的克柳切夫火山抛出最高达海拔 7500米高度的灰柱。据此前报

道，停止两个月后，克柳切夫火山 2020年 10月初再次发生喷发。此前，2019年11月至 2020年 7月

期间，该火山一直处于活跃期。

怪事？美国东部突发地震，纽约等地有感！专家：为

44      年来最强  

11月 8日美国东海岸突发一次地震，震中距纽约仅有不到 300公里，震源深度仅为 15千米，这是该

区域自1976年以来的最强地震，当天有约 14,000人在 USGS网站上报告了这次地震，因为这次地震所

在的位置不是经典的地震带上。

秘鲁      2020      年发生地震多达      675      次 七成在沿海地区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 11月 2日表示，截至目前，2020年秘鲁已经发生地震 675次，最大震级为里氏

5.7级。大约 70%发生在沿海地区，通贝斯省到塔克纳省之间的沿海地区发生大地震的风险最高，预

计到 2020年年底，秘鲁将发生约 800次地震。

时政

异闻

内塔尼亚胡突访沙特秘会王储 两国关系有转变迹象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 11月 23日报道，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22日飞往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王储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秘密会谈，这是已知的以色列和沙特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会面。

3      天      2      起！伊朗高级指挥官遭无人机暗杀身亡  据《参考消息》报道，11月 29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

官沙赫丹乘坐的车辆遭到无人机袭击，沙赫丹和 3名随从无一生还。就在这起遇袭事件发生的前两

天，伊朗“核之父”法克里扎德在首都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城镇被暗杀。

维也纳恐袭致      5      死      17      伤，嫌犯系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支持者

有目击者表示听到多次枪声。警方第一时间对市中心进行了大规模封锁，据奥地利联邦内政部长内汉

默在3日的记者会上透露，被击毙的嫌犯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其公寓已被炸毁。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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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称仍在逃的嫌犯“配备重型武器、高度危险”

美国政府官宣：大选尚未结束，司法部介入调查，  12  

月      14      日见  

11月 3日后，各州有大约五周时间弄清楚哪位候选人赢得了他们本地的选举。这被称作 "安全港"期

限，今年的这一日期为12月 8日。如果各州在这一日期前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选举人票结果，则国会

可以裁决，他们的选举人选票不会被计入最后计票结果。12月 14日，各选举人会在他们各自州内碰

头投票。

如果 1月 6日后仍然没有得出赢得多数票的人选，则国会将会通过一场权变选举决定大选结果

阿联酋阿布扎比发现储量超      200      亿桶的巨大油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贝鲁特消息 据阿联酋通讯社（WAM）报道，阿布扎比最高石油委员会（SPC）宣

布，阿布扎比发现新的非传统石油油田，据初步估算，储量可能达到 220亿桶。

Libra      有望明年一月发行，稳定币将步入怎样的未  

来？

据《金融时报》报道，Facebook计划最早在明年一月以有限形式发行加密货币 Libra。但最初只发行

锚定美元的单一货币，锚定其他货币和锚定一揽子货币的 Libra则将在稍后推出。Libra 原计划于

2020秋天启动。此番重新公告 Libra发行计划，某种程度上或已通过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批准。

东亚经贸合作喜提“加速器”！ 11.15亚太 1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亚经济一体化迎来数十年来最

重大成果。RCEP由东盟 10国于 2012年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已

退出谈判）6个对话伙伴国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

定。

马云被四部门约谈原因始末 证监会回应蚂蚁集团暂

缓上市最新消息！蚂蚁集团重新上市或被推迟半年

蚂蚁集团打新冻结资金 20万亿，作为可能是史上最大IPO的暂缓，其影响重大。受到打击的打新机构

一边在等待退款，一边也重新审视其打新投资策略。被按下上市“暂停键”的蚂蚁集团，4日对外公

布称，香港公开发售的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分两批退回。此前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暂

缓蚂蚁集团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随后，蚂蚁集团表示，同时进行的 H股于香港上市也将暂缓。

两天蒸发近      6000      亿！腾讯回应反垄断指南：会花一  

些时间与监管交流

11月 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于平台经济

所涉及的主体、相关市场、垄断协议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6类滥用市场支配行为，引发了市场对于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担忧，其中腾讯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 11.49%，市值蒸发5885亿元。

重磅官宣！华为出售荣耀，不再持有任何股份 知情人士指出，华为被美国持续打压以来，荣耀的供应商、生产工厂、渠道和分销商都面临困难。这

种情况下，华为出售荣耀，是在“保护渠道有水流，别干枯了，别害了上下游”。共有 30余家荣耀

代理商、经销商联合发起了本次收购，这也是荣耀相关产业链发起的一场自救行为。

《怪物猎人》等整整      15      部！最后一个月，影院大批  

新片来袭

《怪物猎人》和“生化危机”同为日本游戏公司卡普空旗下最强 IP：阿尔忒弥斯中尉（跟圣经中的月

亮女神亚底米同名）和她的精英小队在沙漠执行任务时，意外进入到一个陌生凶残的异世界。这里有

喷火的巨龙，有巨大的蜘蛛，有各种致命的怪物，中尉和队员们拼命寻找归途，却惨遭怪物追杀屠戮

……

外媒：迪士尼遭遇      40      多年来首次财年亏损  11月 13日据华尔街中文网报道，华特迪士尼公司以又一次财季亏损 7.1亿美元结束了本财年。这是

这家娱乐巨头 40多年来首次出现财年亏损，但该财季好于预期的表现推动该公司股价周四在盘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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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走高。这是迪士尼连续第二个财季出现按公认会计准则(GAAP)计算的亏损。

国际健康码来了？ 在24日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倡议建立国际防疫健康信息互认机制一事向发言人提

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世界经济亟待恢复，便利人员往来需求迫

切，为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便利人员有序往来，中方提

出了建立国际防疫健康信息互认机制的倡议。目前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正处于起步阶段，后续工作将

围绕着国家间机制互认、信息保护、数据应用等进行。中方将就此同有关方面进行沟通。

马斯克确诊，身家却一夜暴增近      500      亿，无厘头。。  当地时间 11 月 18日，瑞典电视台报道，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在到访瑞典后被感染新冠肺炎病

毒。11月 16日美股盘后，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宣布，特斯拉股票将在12月 21日被纳入标普 500

指数。

特斯拉 17日开盘后大涨近 13%，18日特斯拉延续前一日涨势，涨幅超过 10%，达 10.20%。最新市值

4613亿美元，17日至18日市值累计增加 426亿美元。

11      月      14      日新疆（含兵团）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

天山网讯 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4

例，均为喀什地区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24例，其中，喀什地区 22例，克州 2例。

截至11月 14日 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例 25例，均为喀什地区病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187例，其中，喀什地区 175例、克州 12例。10月 24日 0时至11月 14日 24时，累计治愈出院确诊

病例 53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165例。

4982      亿！疫后时代的这届双十一  4982亿！这是今年天猫双 11全球狂欢节在11月 12日 0时公布的最新数字。而 2019年最终公布的双

11 全天成交额为 2684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11 月 1 日到 11 月 11 日增长了 1032 亿，同比增速达到

26%，创下过去三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一项新记录，显示了中国消费者在经历疫情之后依旧旺盛的

购买力。

千亿方！我国又探明一大气田 12日从中石化获悉，中石化西南石油局川西气田新增探明储量 830亿立方米。至此，川西气田累计探

明储量达 1140亿立方米。川西气田地处四川盆地西缘，主力气藏埋深在 6000米左右，气田面积约

138平方公里，属大型酸性气田。

同一天四篇《自然》，清北上交浙工大提顶刊 最新一期的《Nature》，可谓是「中国高校大爆发」，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浙江工业大学等各发

表了一篇研究：小鼠胚胎中 RNA 聚合酶 II 的结合情况、来自重复快速射电暴源的不同偏振角波

动、利用肺和结肠类器官鉴定 SARS-CoV-2 抑制剂、从大气二氧化碳数据估计中国陆地碳汇规模

清华副校长薛其坤任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11 月 19 日，根据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更新的校领导介绍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清华大学副

校长薛其坤已经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现年 64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

任期届满离任。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此前的创校校长朱清时也是院

士。

https://mp.weixin.qq.com/s/EmR53BaqhGmzG7pzMhmYkw
https://mp.weixin.qq.com/s/WPYQcLEd5gscsiRDXBlRnA
https://www.toutiao.com/i68966194736172897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57783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191733170101470831040E04B7C1&group_id=689
https://mp.weixin.qq.com/s/qfUDB1HboyOB9A0WmlTvgA
./%20https:%2Fmp.weixin.qq.com%2Fs%2FrknXdr-O7ErddTTTN8kqTA
https://mp.weixin.qq.com/s/zsAYttDp3Bwam6_JUdftKw
https://www.toutiao.com/i689513381519111015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541507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151237530101470831040E7FD41C&group_id=689
https://www.toutiao.com/i689513381519111015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541507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151237530101470831040E7FD41C&group_id=689


详情节选：

天象/航空/外星：

12      月天象预告：特别期待，完美的收官月！   

今年的天象大戏将在12月收官。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极大遇上无月夜，观测条件较好。20年一现的“土木相合”天象也将在12月上演。

12月 13日 金星合月

12月 14日 双子座流星雨极大+S3彗星近日+日全食（南太平洋东部、南美洲南部、南极洲部分地区、南大西洋、非洲西南部可以看到偏食。我国不可见）

12月 21日 土木相合，三星连珠。这次两星相距仅 0.1 度，接近程度更是史上罕见，为 1623 年以来最相近的一次，下次更近将要等到 2080 年！

12月 21日 至 12月 22日的一年中最长的夜里，预计将出现小熊座流星雨极大期，每小时流星将达到数十颗 。

   

美国犹他州巨型金属柱再添神秘，网友发现多年前就已悄悄树立于此

据报道，美国犹他州南部沙漠地区近日出现一根神秘巨型金属柱，金属光滑外表与四周岩石形成强烈对比。据网友的调查，这根金属柱在 2015年就已经存在而且可能

已经存在了40年，50年，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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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初创公司“吃人肉”概念获奖  :   人体细胞培育的肉  ,   这是在复活古埃及衔尾蛇神？…  

由伦敦设计博物馆主办的"比兹利年度设计奖"中有着许多特色的创意设计，但其中有一项设计脱颖而出。一些科学家和设计师进行了合作，将在家培养细胞的试剂盒进

行了概念化。他们在展览中展示了一些实验室培养的肉。这些肉的细胞取自人类的脸颊内侧，由从过期血液中提取的血清进行喂养。 在该奖项的颁奖典礼上展示的样

本是利用人体细胞培养物种植的，可以从美国组织培养收藏（ATCC）购买用于研发目的。培养出来的一口大小的人类细胞块被包裹在透明树脂中，不供食用。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50      家聪明公司榜单！后疫情时代，聚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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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Libra      有望明年一月发行，稳定币将步入怎样的未来？  

据《金融时报》报道，Facebook计划最早在明年一月以有限形式发行加密货币 Libra。但最初只发行锚定美元的单一货币，锚定其他货币和锚定一揽子货币的 Libra则

将在稍后推出。Libra原计划于 2020秋天启动。此番重新公告 Libra发行计划，某种程度上或已通过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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