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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现儿童监护缺失

要及时报告

3月1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印发方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作出
部署。监护缺失儿童包括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
或需隔离观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及其他因
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义务
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新华

仅三成受访消费者

对维权结果表示满意

1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报告显示，约六成受访者对当前
消费环境表示放心，但所购商品
或服务“品质不如意”成为困扰受
访者的最主要问题，仅三成受访
者对维权结果表示满意。 新华

孝感一幼女家中死亡

其母被立案侦查

3月15日，(湖北)孝感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通报：3
月14日，孝感市高新区丹阳办事处
理丝社区发现居民邓某某之幼女
死亡。经调查，目前未发现其母邓某
某有精神病病史记录。经现场勘查，
邓某某家中有大米、奶粉、蔬菜等生
活物资，水、电、气完好可用，基本生
活设施齐全。公安机关已对邓某某
涉嫌犯罪立案侦查。 澎湃

殡葬车运送生活物资

所长免职副局长被立案

网传武汉一社区日前用殡葬
车运送团购物资。武汉市黄陂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4日通
报说：“经核查，车辆承包人吕某
违规用殡葬车为亲戚运送个人生
活物资。”黄陂区殡葬管理所所长
敖浩被免职并立案审查，区民政
局副局长被立案审查。 新华

未入医保境外输沪病例

医疗费自负

上海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
锦15日披露，境外回国人员输
入病例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人员，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医疗费
用后，个人负担部分财政给予
补助。境外回国输入病例中未
参加基本医保人员，医疗费原则
上由患者个人负担；参加商业健
康保险的人员，由商业保险公司
按合同支付。 新华

教育培训年均支出1 . 6万

55%家庭称“有点压力”

大学生救落水者两人遇难

拟评“见义勇为”公民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5
名大学生发现有人落水后，迅速
手拉手合力抢救，两名学生不幸
掉入河中，经全力施救仍遇难。3
月14日晚，中共剑阁县委政法委
员会发出《关于授予何鑫、罗东来
等5位同志“见义勇为公民”荣誉
称号的公示》。 中新

武汉通报“倒卖储备肉”案

牟利者非志愿者

据武汉市江汉区政府办公室
官方微博消息，3月13日，有网民
发文称“10元一斤政府储备冷冻
肉，‘志愿者’竟倒卖赚差价”，湖
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指挥部高度重
视，责成汉兴街、市场监管和公安
部门迅速进行调查。经了解，小区
居民鲍某并非志愿者，为牟利自
建团购群。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其
立案调查。牟利者非志愿者，已立
案调查。 新华

南京破获特大销售

伪劣手机平板电脑案

韩国将大邱、庆北

设为“特别灾难区”

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宣布，
将疫情严重地大邱、庆尚北道设
定为“特别灾难区”。这是韩国首
次由于传染病而设定灾难区。截
至15日零时，韩国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8162例，其中7188例病
例集中在大邱和庆北地区，占全
国病例总数约88%。 中新

哈萨克斯坦宣布紧急状态

限制一切方式出入境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
日宣布，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自3月16日8时至4月15日7时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外交人员、
应哈方邀请的国际组织代表团以
外，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出入
境。 央视

英国将隔离

70岁以上老人

马云援欧物资运抵

上写《图兰朵》咏叹调

当地时间3月13日，首批马云
捐赠欧洲的口罩，运抵比利时列
日，后续将快速运往意大利。物资
包装上写着歌剧《图兰朵》的一段
咏叹调，“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
们将获胜！” 中新

万象

上海市内旅游恢复

浦江游览、观光巴士重开

调查显示，青少年教育培训
已成为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家庭
消费“刚需”且会进一步增长。
78.4%的家庭在最近一年中有过教
育培训消费。孩子教育培训的平均
支出约为16000元(不含学历教育)，
占家庭总收入的9.4%，已经超过旅
游，接近餐饮消费支出，对55%的家
庭形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中新

普洱茶造假成风？

官方称将严查

云南普洱茶素有原生态美
誉，有媒体在普洱茶原产地勐海
县调查发现，催生药使用泛滥，或
涉氧乐果等违禁农药。而且存在
台地茶冒充古树茶等乱象，相关
部门表示会重点打击，行业协会
建议建立起追溯机制，使用专家
推荐的合规农药化肥。 澎湃

嘉兴楼市暗访：

买房需先买车位

近日，浙江嘉兴记者暗访当地
楼市，多位销售人员表示，绑定车
位才可售房，有的甚至要绑定两个
车位。根据住建部规定，捆绑销售
属违法违规，应依法查处。 中新

内塔尼亚胡涉贪腐案

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开庭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15日宣
布，将原定于3月17日举行的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
案开庭时间推迟到5月24日。法
院称，决定推迟开庭时间，是考
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以色列的
蔓延。 新华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
道，意大利伦巴第大区是全国新冠
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大区所辖
的贝加莫市则是意大利疫情最严
重的省府所在地。贝加莫省府14日
通报，该省所辖市镇切内市(Cene)
市长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病逝，成
为意大利首位因感染新冠肺炎而
殉职的地方官。 中新

意大利一市长

因新冠肺炎病逝

湖北部分市县

逐步恢复公共交通出行

根据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最新通知，允许省
内低、中风险地区逐步恢复公共
交通出行。3月13日至14日，咸
宁、宜昌等地在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已逐步恢复客运班
线、公交、的士等公共交通出行。

新华

网红直播第一村：

繁华背后假货横行

3月14日晚，上海市文旅局下
发通知称，除不得经营跨省(区、
市 )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业务
及“机票+酒店”旅游业务外，其
他经营活动可正常展开。换句话
说，上海市内旅游正式恢复。黄浦
江水上夜游归来，城市观光巴士
重开。 中新

广州44名援助湖北

编外医护火线“入编”

近日，记者从广州市委编办
获悉，针对驰援湖北医务人员中
的编外人员，广州启动“绿色通
道”，目前广州的44名赴湖北医疗
人员已经火线入编。 广州日报

南京市公安局最近破获一起
特大销售伪劣手机、平板电脑案，
查获“三无”手机490部、平板电脑
1091台，初步核实涉案金额1000
余万元。目前，20名涉案嫌疑人中
已有9人被批准逮捕。 新华

近年来，越来越多消费者选
择“海淘”“跨境购”等方式购买进
口产品，频频发生的互联网领域
侵权假冒事件，严重损害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公正
的市场环境。自3月15日至12月31
日，太原海关将在山西省进出境
寄递渠道开展代号为“蓝网行动”
的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打击侵权假冒商品。 新华

据BBC当地时间15日报道，英
国卫生大臣确认，计划在未来几周
内采取行动隔离70岁以上的老人，
保护他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中新

西甲首例！球员加雷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西甲联赛瓦伦西亚俱乐部球员
加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自己
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写
道：“2020年开了个不好的头。我的
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 澎湃

阳台玻璃还没装

3岁娃跑动时坠下9楼

14日下午，南京栖霞区迈化路
某小区9楼的住户家封闭阳台，安装
工安装玻璃，家长和安装工谈话，
家中3岁的男童在室内跑动时不慎
坠落，万幸的是2楼平台的人造草
坪起缓冲作用，孩子幸运生还。经
检查，孩子双腿骨折，好在头部伤
势较轻，腹腔和胸腔器脏可能有损
伤，还需进一步检查。 扬子晚报

浙江义乌北下朱被誉为“网
红直播第一村”，商品应有尽有且
价格低廉，专供抖音、快手、拼多
多等几乎所有网销平台，但也鱼
目混珠。记者探访发现，假货、冒
牌等屡见不鲜。 澎湃

抖音、快手、淘宝等纷纷加码
直播，但其中也不乏乱象。一业内
人士向记者介绍，在快手上，商家
会砸几十万元打榜，取得与大号
主播连麦的机会，之后主播帮其
吆喝，骗粉丝钱。 澎湃

大学生离家出走两年

防控期间被排查发现

记者14日从云南省普洱市江城
县委宣传部获悉，在疫情防控期间，
该县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排查
力度，近日在排查中，帮助一江西家
庭找到失踪两年多的孩子。据了解，
该青年因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
担心给家人丢脸，遂离家出走到处
流浪，未曾联系家人。 新华

“熊出没”提前上演？

气候变暖使其早苏醒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之
下，从俄罗斯、加拿大到美国，都已
经提前上演“熊出没”。通常年份，
这个时间熊还都在冬眠期里呼呼
大睡。英国野生动物专家莱特表
示，这对人、对熊都不是好消息。熊
面临食品短缺问题，可能闯入居民
区寻找食物，并且攻击人类。中新

直播带货乱象：

有网红和电商联手骗粉丝

太原开展“蓝网行动”

打击假冒“海淘”商品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