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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中船物资华东公司原董事长

周凤祥获刑11年

3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
米锋说，武汉新增确诊病例8例，
已经降至个位数。他说，总体上，
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
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疫情
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 新华

3月12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中
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中
船重工物贸集团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凤祥（副
局级）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
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经查，被告人周凤祥利用职
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672万余元；挪用公款563万元归
个人使用。 澎湃新闻

上百只世界濒危物种钳嘴鹳

光顾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

上百只世界濒危物种钳嘴鹳
连日来在贵州省荔波县甲良镇双
江大坝栖息觅食。荔波县茂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研
究员熊志斌说，钳嘴鹳在荔波属
首次发现，没想到能看见这么大
规模的鸟群在这里迁徙。 新华

杭州男子捐13万存款

当地政府了解家境后退还

3月5日，在杭州萧山区务工
的河南信阳男子杨术强决定向瓜
沥镇政府捐赠自己全部存款约13
万元。而瓜沥镇政府了解到其家
庭情况并不富裕后，向其退回12
万元，“心意领了，但就杨术强家
庭情况来说，政府不能收这份捐
款。” 据新京报

泉州塌楼事故29人遇难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

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福建
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
故调查组并开展调查工作。

3月7日19时5分许，泉州市鲤
城区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事故，
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 新华

2020年艺考原则上

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

教育部12日召开的视频会议
指出，为防止校考引发大规模的人
员流动和聚集，原则上2020年高考
前不组织现场校考。高校要科学研
究论证后，尽可能减少校考专业范
围。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
数预计为115万。 新华

江西一对夫妻售卖

2 . 7万个劣质口罩被判刑

一社区用环卫车运送平价肉

所在区副区长被查

据武汉市纪委监委网站消
息，2020年3月11日，武汉市青山
区钢都花园管委会使用环卫车辆
为辖区园林社区居民运送集中购
买的平价肉，对居民群众的身心
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武汉市纪委
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青山区政
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场供应保障组
组长骆蓉党纪立案审查。 人民

英国有个年近九旬

的举重选手

英国老人泰德·布朗现年89
岁，却依然活跃在举重台上，号称
英国年龄最大的举重选手。

据报道，布朗自上世纪40年代
举重以来，在英国举重界历史超过
70年。虽然老人近年身体状况频
出，做过髋关节手术和心脏搭桥手
术，心脏内安装起搏器，但举重热
情不减，每周仍坚持去健身房三
次，还参加多场举重比赛。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老人
当过工程师，在邮局工作过，平时
喜欢钓鱼。他81岁时就成为英国
年龄最大的举重选手。 新华

抢劫被认出

劫匪谎称“开玩笑”

英国一名男子抢劫时被人通
过声音认出来，赶紧辩称他在“开
玩笑”。不过，他没能逃脱法律制
裁，获判8年监禁。

卢克·琼斯现年29岁，去年12月
27日深夜头戴面罩，持枪闯入曾经
去过的一家台球俱乐部。他用枪指
着正在打扫卫生的女服务生伊薇
特·史密斯，企图抢劫。没想到史密
斯听出他的声音。之后他放下手
枪，摘下面罩，拥抱史密斯。他告诉
史密斯他在开玩笑。短短数秒后，
他甚至提出请对方喝一杯。 新华

日本法院二审判决东电

赔偿受害居民18 . 8亿日元

日本仙台高等法院3月12日
二审宣判，命令东京电力公司向
因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被
迫避难的216名居民赔偿18 . 8亿
日元（约合1 . 26亿元人民币）。

这是日本30多个同类诉讼中
的首个上诉判决，二审判决的赔偿
金额大大高于2018年3月福岛地方
法院一审判决的6.1亿日元。新华

桑德斯将继续征战

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预选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联邦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11日表示，他
将在本月15日举行的电视辩论中
对垒前副总统乔·拜登，与其辩论
医保、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问题。

桑德斯现年78岁，2019年2月
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作为“进步派”
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实施“全民
医保”、免除公立高校学费等。新华

研究显示英国人骑车通勤

关联受伤风险上升

都知道骑车既环保又健身，
但不少英国人担心这种通勤方式
不安全。英国一项研究证实，在英
国骑车上下班确实关联受伤风险
上升，不过骑车也有益健康。研究
人员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提高骑
车出行安全。 新华

为著作权案件“瘦身”

济南推行要素式审判

为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济南
知识产权法庭近日编发规范化指
引，全市法院全面推行著作权侵权
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方式。所谓要
素式审判，是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
中，通过填写要素表的方式，简化
双方无异议的要素，重点审查双方
当事人存在异议的要素。

济南法院本次纳入要素式审判
的案件范围，包括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图片类、音
乐作品类一审普通著作权侵权纠纷
案件。当事人填写的要素式表格内
容，经法院依法审理后，将全部列入
判决书本院查明事实部分，特别是
无争议的事实要素不再分析论证，
大大简化了裁判文书制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崔
岩 通讯员 田越洋 袁粼

法治

一箱油省约40元

国内油价或迎史上最大跌幅

3月17日，国内成品油将迎来
调价窗口。安迅思中国研究总监李
莉表示，受国际油价的联动影响，
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下周二或见
证近千元的史上最大跌幅。若届时
国内成品油每吨降价千元，以一般
私家车油箱50L容量计算，未来加
满一箱油将可节省约40元。 中新

疫情期间，江西一对经营建
材店的夫妻打起了口罩的主意，
五天销售了2 . 7万余个劣质口
罩。近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判处欧阳某香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判处周某林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新华

250多件哄抬额温枪价格案件

移送警方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一
级巡视员陈志江3月12日表示，额
温枪是企业复工的必备用品，有
些不法商家囤积居奇、高价哄抬。
目前已将查处的250多件哄抬价
格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中新

科学家发现一颗

下铁雨的系外行星

瑞士科学家近期观测到一颗
系外行星出现铁雨现象，那里常
下铁雨。日内瓦大学研究人员借
助位于智利的甚大望远镜发现这
颗气态巨行星。它位于距地球640
光年的双鱼星系，编号Wasp-
76b，与星系内恒星距离仅为地
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3%，因此表
面温度非常高。 新华

矩尺座伽马流星雨

14日光临地球

北半球的春季，是偶发流星出
现的时节，同时流星雨活动也陷入
低潮。但在此期间，南半球有个流
星雨还是值得大家观测，它就是矩
尺座伽马流星雨。天文专家介绍，
今年，该流星雨预计于3月14日迎
来极大，届时，公众可能会观赏到
流星划过夜空的美妙场景。 新华

联合国减少会议以降低

总部大厦内病毒传播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
克11日说，联合国将通过减少或
取消会议、远程办公、加大消毒力
度等办法，降低新冠病毒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大厦内的传播
风险。 新华

东京奥运会圣火12日在奥运
会发源地———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
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
火炬随后开始在希腊境内传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
圣火采集仪式没有现场观众，且
只对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
100名注册人士开放，并严格限制
现场媒体人数。 新华

东京奥运会圣火

在希腊点燃

扶贫办：贫困县减至52个

接近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1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过7年
多的精准扶贫，特别是经过4年多
的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去
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县从832个减
少到今年的52个，可以说接近完成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中新

我国科学家发现卡罗琳海山

成因接近“地幔柱假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团队通过科考取样和实验室分析
发现，西太平洋卡罗琳海山隆起部
分玄武岩的形成早于其东侧海山
链的玄武岩，而且两处玄武岩同位
素相同，说明这座海山的成因接近
从未被证明过的“地幔柱假说”。

近半个世纪前，科学界提出
“地幔柱假说”，用来解释海洋底
部的洋底高原和海山链。但科学
家一直未能找到其证据。 新华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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