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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上月1 . 3万人被处理

被指“出境赌博”
落马厅官傅铁钢被公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
报，2020年2月，全国（不含湖北
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8737起，处理13463人（包
括77名地厅级干部、672名县处级
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13
人。 新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24日发布消
息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原
书记傅铁钢被检方提起公诉。经
查，傅铁钢违规为其子安排工作，
并默许吃空饷；收受礼金，违规从
事营利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
护伞”；违反生活纪律，出境赌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 中新

护士杀害同院男医生
受害者孩子正上高三

3月23日，网络热传广西玉林
一护士将同院医生杀害，作案手段
残忍。24日，记者从多个信源处获
悉，此事属实。据了解，行凶者李某
与受害者罗某同在玉林市第一人
民医院工作，罗某为该院脊柱骨病
外科副主任医师。受害者罗某有一
个正上高三的孩子，“她得知父亲
遇害后濒临崩溃。” 红星新闻

前2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下降9 . 9%

财政部24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35232亿元，同比下降9 . 9%。

值得关注的是，前2个月，证券
交易印花税349亿元，同比增长
77.2%。“这一数据体现我国资本市
场交易活跃，彰显市场人气。”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志勇说。新华

北京通报首例关联病例
疑与确诊邻居走同一楼梯

3月24日，北京通报首例境外
输入关联病例。患者刘某某与13
日通报的从英国输入型病例李某
居住同一小区。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刘某某与李某两人近期均有
走楼梯的情况，刘某某可能接触
了李某3月11日之前所污染的楼
梯环境致病。 南都

专家解剖29例病亡患者
发现肺里仍有病毒

3月2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科主任医师王贵强介绍，目
前已对29例病亡患者进行了尸体
解剖。从数据来看，疾病首先主要
是累及肺脏，肺里面的病变非常
严重。

此外，通过电镜检查，发现很
多病毒还在肺里存在，这给了临
床上非常重要的提示，现在已经
开始组织雾化、吸痰，通畅气道。

北京日报

二手房市场回暖
18城成交总量连涨7周

过去4周，多地二手房市场成
交量持续增加。上周（3月16日至
22日），链家18城二手房市场成交
量环比继续增加27 . 5%，连续七
周增加。过去4周，平均以91 . 3%
左右的环比增幅速度回升。上周
成交量已经超过去年12月周均水
平，相当于去年3月周均水平的
75%。 北京日报

工信部鼓励以套餐升级
促5G终端消费

工信部24日发通知提出，鼓
励基础电信企业通过套餐升级优
惠、信用购机等举措，促进5G终
端消费，加快用户向5G迁移；推
广5G+VR/AR、赛事直播、游戏
娱乐、虚拟购物等应用，促进新型
信息消费。 中新

美股三大股指期货涨超5%
触发熔断

北京时间24日下午，美股期指
连续上涨，标普500指数期货涨至
2333 . 62点，涨幅5 . 09%；纳斯达克
100指数期货涨至7359 .75点，涨幅
5 . 37%；道指期货涨至19427 . 5点，
涨幅5 .03%。美国三大股指期货均
触发向上熔断机制。 中新

情侣冰岛旅行取消
男子改在同名超市求婚

英国男子罗伯特·奥姆斯比
原本策划在一次到冰岛的旅行中
向女友求婚，但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旅行取消。他改在当地一家
同名超市里向女友求婚，女友欣
然接受了他的求婚。 新华

圣罗兰巴黎世家转产口罩
迪奥和纪梵希生产洗手液

据法新社23日报道，法国开云
集团表示，旗下巴黎世家和圣罗兰
的法国车间正在准备生产口罩。此
前开云集团的竞争对手路威酩轩
旗下的克里斯汀·迪奥、娇兰和纪
梵希的香水和化妆品工厂转产消
毒洗手凝胶。 新华

意大利1号病人出院
称呼吸是最美好的事

当地时间3月23日，意大利媒
体报道称“1号病人”马蒂亚已出
院回家，他在录音采访中讲述了
自己从住院到康复的过程，马蒂
亚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够重
新呼吸。” 中新

美国老人自服氯喹致病亡
特朗普曾力荐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
23日报道，美国凤凰城一对逾60
岁夫妻自行服用磷酸氯喹防治新
冠，造成丈夫死亡妻子病重。此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布，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已批准使用氯喹和
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 中新

囤口罩高价出售被刑拘
涉案金额一千多万元

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一起疫情
期间哄抬物价非法经营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2名，捣毁仓储窝点
1处，现场查获各类口罩近40万
个，各类酒精消毒液、洗手液60余
吨，涉案金额超一千万元。经查，
两人在上海松江区租借一仓库，
采购、囤积大量防疫物资而后高
价出售牟取暴利。目前，两人因涉
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新华

法治

各地警方侦破
涉疫情电信诈骗案14786件

国家反诈中心公布全国公安
机关侦破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情况，累计涉案金额超
过4 . 88亿元人民币。截至3月24
日20时，累计侦破案件14786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6605名。 澎湃

针对“沈阳一粥店挂横幅庆祝
国外疫情”一事，3月24日，沈阳市
和平区委宣传部证实，涉事店长惠
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据了
解，该店铺已暂停营业。 南都

粥店挂“庆祝疫情”横幅
涉事店长被行拘

张文宏警示结核病
患者数量是新冠十倍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表示：目前全球的结核病防治工
作任重道远，中国每年发病数为86
万人左右，是当下新冠肺炎患者
的十倍，希望大家慎重对待。新华

韩国京畿道发红包促消费
居民每人10万韩元

“全能型”寒潮上线
18个省份降温超10℃

今年第二个寒潮来势汹汹！
26日起，我国中东部大部将出现
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南方将
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北方雨
雪、沙尘齐袭，18个省份降温幅度
超过10℃！此次寒潮影响范围广、
制造降温能力强、雨雪类型多，可
谓“全能型”寒潮。 中新

韩国京畿道知事李在明24日
宣布，将在4月前，向道内1364万名
居民发放“灾难基本收入”，每人1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0元。 中新

科技

近日，英美两国耳鼻喉专业
组织相继发布声明称，嗅觉丧失
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症状之
一。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
还建议将嗅觉丧失和味觉障碍纳
入新冠病毒的筛查清单。 新华

英美专家称
嗅觉丧失或为新冠症状

隐身是人类梦想中的超能力
之一，也是科学界的重要挑战。北
京时间3月24日，《自然·光子学》
报道了浙江大学陈红胜教授课题
组的一项最新研究。课题组研制
新一代智能隐身器件，15毫秒“换
装”，实现自适应隐身。 新华

浙大团队研制“隐身衣”
15毫秒“换装”

3月23日，上海，一女子不戴
口罩直闯复兴公园，与工作人员
发生冲突。该女子摔坏测温枪并
咬伤工作人员。复兴公园回应，该
女子或有精神问题，已报警。澎湃

女子不戴口罩直闯公园
遇阻后咬伤工作人员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3月
20日破获一起特大毒品案，缴获
毒品17 . 14公斤，抓获犯罪嫌疑
人1名。民警3月24日告诉记者，该
嫌疑人被发现后欲抢夺枪支，并
拒捕反抗。嫌疑人交代，这批“货”
是帮朋友带的，对方答应事成后
给他1万元好处费。 澎湃

为万元好处费运毒17公斤
逃跑时夺枪拒捕

3月21日，一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猎隼觅食，误入河南焦作一
售楼处被困。应急救援队用无人
机侦察评估现场后，从顶楼索降
进行解救。随后猎隼由民警带到
野外放生。 澎湃

猎隼觅食误入售楼处
救援队索降解救随着春天过敏季的到来，多

家电商销售平台上网红眼药水销
量高达十几万。北京同仁医院眼角
膜科主任医师接英近日表示，网红
眼药水往往是一些人工泪液，也有
的是血管收缩剂，盲目滥用反而
影响常规治疗的效果。 澎湃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3日
突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会见各自
宣布就任阿富汗总统的阿什拉夫·
加尼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因不
满两人无法组建联合政府，美方宣
布将削减对阿富汗援助。 新华

不满俩“总统”争权
美削减对阿富汗援助

提醒

又到春天过敏季
网红眼药水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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