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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一工地挖出轿车
当地警方否认发生命案

针对网传广东某工地地下挖
出轿车一事，3月26日，当地警方
称，该事件并非网友所猜测的“命
案”，而是项目纠纷。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
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该事
件起因是车主和开发商产生纠
纷，车主将车停在工地当中。车辆
本来停在下坡路段，因雨水冲刷，
车辆（被泥土）积压。 澎湃

前两个月对外投资超千亿
同比增长1 .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6日
介绍，今年1至2月，我国境内投资
者共对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
173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078 . 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 . 8%(折
合155亿美元，同比下降1%)。

新华

销售伪劣口罩被判刑
5年不得从事医药行业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近
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公开宣判一
起销售伪劣口罩案，对原为医药
行业从业人员的被告人江萍以销
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并处罚金24万元，同时禁止其自
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
5年内从事医药行业相关职业。

新华

中国回赠数百万只口罩
意大利外长表感谢

当地时间24日，意大利外长
迪马约在接受采访时感谢多个国
家对意大利的援助。迪马约在采
访中说，当初武汉疫情暴发时，他
因为决定向中国赠送了4万只口
罩而被指责，但如今中国回赠数
百万只口罩。他表示，意大利会记
住所有提供过帮助的国家。央视

中国对外援助量力而行
不会影响国内防控

国新办3月26日就中国关于
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情况举行发
布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
长邓波清表示，中国对外援助一
直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首先保证
国内防控疫情需要。抗疫物资援
助会同国内有关部门，分析国内
抗疫需要，考虑物资储备、产能等
因素，提出的援助方案不影响国
内。 新京

保洁拾28件首饰
2小时归还失主

原本想着把价值不菲的金银
首饰挪到新家安全些，不想搬家
过程中却把这些首饰弄丢了，家
住湖南汉寿碧桂园的李晶最近遇
上了这样一件烦心事。好在小区
物业67岁保洁员张良顶捡到后主
动上报物业，28件、价值十余万元
的首饰在2小时内得以完璧归赵。

中新

付了“包夜费”半夜被撵
男子报警自爆嫖娼

3月19日凌晨，江苏高邮警方
接到一男子报警，称自己在某个
地方嫖娼。经过审查，屋里一男一
女确实干了卖淫嫖娼的违法行
为。原来，男子是以包夜的价格付
了费，半夜却被女子喊起来，要求
他离开。男子气不过，加上晚上喝
了点酒，便报警自爆嫖娼。

扬子

网店擅用“买家秀”打广告
侵犯肖像权被判赔1 . 5万

3月25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
法院宣判一起肖像权纠纷案，一
家淘宝天猫旗舰店未经他人同
意，擅自使用未成年人照片作为
网店广告宣传，被判赔公开赔礼
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费用合计15820元。

澎湃

因对小区封门不满
上海两男子袭警被判刑

两男子在防疫期间阻挠物业
对小区封门，并对劝阻的民警大打
出手。两人于26日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和6个月。

2月初，普陀区某街道一小区
准备将小区边门暂时封闭。曹某
奎、曹某星兄弟认为会带来不便，
对工作人员进行阻挠。派出所民警
上前劝阻。兄弟二人非但没有停
止，反而对民警谩骂、殴打。 新华

“疫情专案组”来电
骗走佛山一市民300万

“你好，我是北京市疫情专案
组工作人员，你涉嫌散播虚假信
息，违规出售口罩诈骗他人128万
元，请你配合调查。”3月17日，家
住佛山三水的叶小姐接到了这样
一通电话，一连串的话术攻击让
叶小姐非常恐惧，逐步落入对方
设下的圈套，并被骗走近300万
元。 中新

保险资管新规
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为引导保险机构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银保监会25日公布《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自
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业内人士
认为，办法与资管新规对接，提升
了保险资管产品标准化水平。一
方面有利于引导保险机构等中长
期资金入市；另一方面促进精准
对接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新华

伊朗拒绝美国援助
称疫情也没阻止政治宣传

伊朗近日拒绝了美国愿意为
其提供援助的“好意”，这让美国
有些下不来台。为了挽回面子，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25日在社交发文
声称伊朗最好接受美国的援助，
不料这次又遭到伊朗外长扎里夫
怒怼，称疫情也无法阻止其低端
的政治宣传。 中新

女子对食品恶意咳嗽
超市损失3 . 5万美元

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
克兰顿的一家超市损失了3 . 5万
美元，原因是一名妇女在店内故
意咳嗽，污染了大量的商品，超市
不得不把所有受污染的商品扔
掉。

据报道，这名妇女周三下午
在格瑞蒂超市对着新鲜农产品、
新鲜面包、肉箱和其他杂货不停
咳嗽。 中新

加拿大政府发钱抗疫
每人2000加元可连领4月

当地时间3月25日，加拿大联
邦政府宣布，提高疫情期间对所
有加拿大人的经济援助，为符合
要求的申请人提供每月2000加元
的援助，可连续领4个月。至此，加
拿大政府防控疫情的经济刺激计
划总金额从820亿加元增长至
1070亿加元。 中新

日本大学教授在华失联?
中方:涉间谍罪被审查

在3月26日举行的外交部例
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称，北海道
教育大学教授袁克勤去年回中国
后一直失联，有人担心他在中国
被抓了。

耿爽表示，袁克勤是中国公
民，因涉嫌间谍犯罪被中国国家
安全部门依法审查，其本人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北青

停车解手见警车怕挨罚
匆忙发车撞毁法拉利

3月24日，浙江杭州一男子因
尿急路边停车小解，看见警车开
过担心违停被罚，匆忙发车，慌乱
中借来的法拉利撞上了石礅。交
警赶到现场时，法拉利车身的火
已被扑灭，车头撞得面目全非。发
生事故的轿车目前国内售价约
260万元。 都市快报

猕猴被丢弃街头
野保站收留救助

3月25日，河南郑州一只猴子
被装铁笼丢弃路边。野生动物救
护站工作人员称其系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猕猴，或是市民违法饲养，
因疫情遗弃。猴子被带回救护站，
训练后将放生。

澎湃

戴口罩的“妙妙”

3月25日，在武汉市江岸区沿
江大道，一名武汉市民领着戴口
罩的小狗“妙妙”出来遛弯。

他说，给狗狗戴口罩，可以避
免它舔到脏东西。 新华

我国科学家
绘制出人类细胞图谱

浙江大学医学院郭国骥教授
团队用自主研发的分析平台，绘
制出跨越胚胎和成年两个时期、
涵盖八大系统的人类细胞图谱。
该研究首次从单细胞水平上全面
分析了胚胎和成年时期的人体细
胞种类，未来临床医生有望通过
参照正常的细胞来鉴别异常的细
胞状态和起源。 新华

在家自我隔离
主人派宠物犬外出买零食

墨西哥男子安东尼奥·穆尼
奥斯在家自我隔离抗疫期间，突
然想吃薯片，于是派出自己的宠
物犬，用项圈绑上钱和购物清
单，前往离家不远的小店购物。
宠物犬圆满完成任务。

穆尼奥斯说，“乔奇斯”已为
他外出购买薯片三次，按照他的
要求，每次买的都不一样。新华

领导与医疗队合影抢镜
院方被约谈院长致歉

近日，开滦总医院领导与八
位支援湖北归来医护人员合影

“抢镜”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因回
应不当受到媒体和网民的质疑、
批评。对此，开滦总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高竞生向社会公众道歉！

3月25日，唐山网信主管部门
约谈了开滦总医院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要求其对此次事件暴露出
的问题深刻反思。

澎湃

万象

武汉独居老人在家死亡
官方通报：死于脑梗塞

3月25日下午，武汉市江汉区
任冬社区一名独居老人被发现死
在家中，死者是一名60多岁的男
性，邻居发现隔壁传出异味后报
警。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排除刑
事案件可能。现场医生初步推断
其死于脑梗塞。目前社区已完成
善后及消毒工作。 中新

疫情冲击下，房企破产数量
同比上升。为此，多地出台措施助
房企稳楼市。其中，上海、西安、无
锡、南昌、南京等城市出台土地新
政，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允许
变更出让价款缴纳期限等。深圳、
郑州、武汉、长春还分别从解冻预
售资金、帮助企业贷款、放松预售
监管，帮助房企渡难关。 中新

解冻资金放宽预售
多地助房企稳楼市

目前输入确诊病例中
90%持中国护照

3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罗照
辉介绍，截至目前，在输入的确诊
人群中，90%持中国护照，其中，
又有40%是中国留学生。罗照辉
表示，防止输入病例是现在的主
要任务，同时，他提醒，旅行风险
较大，希望留学人员和家长认真
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 新华

23个省份报输入病例
卫健委提醒要持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3月
25日，我国内地无新增本土确诊
和疑似病例，有25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无现有本土确诊和
疑似病例；有23个省份报告了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防止疫情扩散
的压力依然很大，要做好更加持
久的防控准备。 中新 “9·11”之后

纽约市再建临时停尸房

当地时间3月25日，为应对疫
情蔓延导致死亡人数增多，美国
纽约市一家医院搭建临时停尸
房。据美国媒体报道称，“9·11”恐
怖袭击发生时，纽约市也曾搭建
过临时停尸房。 中新

阿富汗政府25日确认，将在3
月底前释放100名塔利班在押人
员，条件是塔利班和这些在押人
员保证他们不会重返战场。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办公室同一天宣
布，加尼已经下令削减明年安全
和防务领域开支。 新华

阿富汗3月底前
释放塔利班百名囚犯

科学家在陨石碎片中
发现超导体

根据一项新研究结果，科学
家在世界最大的一颗陨石内发现
了微量超导物质。超导体是电阻
为零的导体，它们受到研究量子
计算机的研究人员青睐。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伊万·舒
勒说：“重要的一点是，天空中存
在天然的超导性。”

新华

提醒

还记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双黄连抢购潮吗？3月25日，国家
药监局发文，要求双黄连口服制
剂（无论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均
需修改说明书，风寒感冒及对本
品所含成分过敏者被列为禁忌人
群。同时，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也
将进行修改。 新京

双黄连修改说明书
风寒感冒者禁用

因财产分割等纠纷
男子开车撞前妻

江西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
局发布警情通报称，3月25日上午
7时10分，犯罪嫌疑人史某华驾车
将骑电动车的李某红撞倒在地，
并下车用榔头击打李某红头部。
当天中午，受害人李某红医治无
效死亡。经初步审查，李某红系史
某华前妻，两人2019年离婚，因财
产分割、小孩抚养等问题存在纠
纷。 澎湃

科技

5亿多年前蠕虫
或为“进化先驱”

一种生活在5 . 55亿年前、米
粒大小的蠕虫可能是目前已知最
早的两侧对称动物，在地球上大
多数动物的进化历史上堪称“先
驱”。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
德分校研究人员用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分析化石得出上述结论，研
究报告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 新华

美国国会参议院25日投票通
过了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止美国经
济陷入严重衰退。这也是美国历
史上最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按照计划，美国将向年收入
不足7 . 5万美元的每个单身成人
一次性最多发放1200美元。新华

美参议院通过
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

图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
发展，酒店行业遭受重创。近日，
希尔顿酒店控股公司证实，希尔
顿已经让数万名员工无薪“休
假”。 澎湃

希尔顿数万名员工
无薪“休假”

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
稳中有降

据商务部监测，3月25日，百
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食批
发价格与2月底基本持平，食用
油、猪肉、牛肉、羊肉、白条鸡、鸡
蛋批发价格均有所下降；30种蔬
菜批发均价下降15 . 6%。

湖北及武汉生活必需品储备
库存充足，供应有保障。 澎湃

杭州宣布
发放16 . 8亿元消费券

26日晚，杭州市政府宣布发
放16 . 8亿元消费券，数字化提振
经济。据了解，本轮消费券政府发
放额度为5亿元，其中1500万元用
于困难群众的消费补助，剩余
4 . 85亿元用于电子消费券发放，
消费券活动周期为3月27日至5月
31日。同时，商家匹配优惠额度
11 . 8亿元左右，预计消费券实际
总额将达16 . 8亿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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