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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通知
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短视频点赞“赢”手机
险些被骗180余万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通知
明确，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
战上升，更加需要以优良作风狠抓
工作落实，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
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华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
镇，17岁的学生小明看到一条关
于点赞赠送手机的短视频，便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了，随后一
步步落入对方的陷阱，险些被骗
180余万元。多亏报警及时，小明
家长将银行卡紧急挂失，最终卡
内余额一分不少。 中新

国务院研究
助学贷款延期还款

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
业形势严峻。要着力稳企业、拓岗
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强化创业担
保贷款支持，大力推动“双创”，带
动新业态发展和灵活就业。研究
助学贷款延期还款等政策，对困
难家庭未就业毕业生等给予支
持。对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
特殊支持政策。 央视

国内油价调整
将迎“两连停”

记者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
解到，4月15日国内油价再度迎来
调整窗口，目前对应下调幅度约
为70元/吨，但由于本轮周期挂靠
的国际油价依然低于40美元/桶
的地板价，因此本次大概率将迎
来“两连停”。 新华

湖北成功治愈
3600余名80岁以上患者

在支援湖北医疗队和武汉医务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已有3600
多位80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治
愈，其中包括7位百岁以上老人。

“高龄老人治疗难度相对较
大、费用也相对较高。但是，对于
医务工作者来说，必须用心用情
敬佑每一个生命！”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

“女护士遭解聘”
涉事主任被停职

近日成都医大医院21岁女护
士小丽(化名)遭解聘，她认为解聘
原因是自己拒绝科室主任饭局。而
当事主任称：解聘是因能力不够。

4月14日，成都医大医院发布通
报，经调查，詹主任约小丽吃饭并非
部门聚餐，院方认为其言行不当，对
员工、医院及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已停止其一切职务。 红星新闻

涉嫌虐待被监管人
一看守所民警被立案

投资者纷纷涌向贵金属
金价冲上7年最高

受疫情和经济增长忧虑加剧
的影响，美东时间4月13日，黄金
飙升，最高触及1785美元/盎司，
金价创逾七年新高。报道称，作为
全球第二大产金国，澳洲的黄金
生产商势将“发危机之财”。

BlueLines公司首席市场策略
师史切布尔认为，通货膨胀是黄
金有潜在买盘的最大原因。中新

两公司防疫用品
被停止出口

记者14日从商务部了解到，
在开展防疫用品出口过程中，有
的企业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扰乱
防疫用品出口秩序。医疗物资商
业出口工作机制13日发布通报，
停止北京启迪区块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爱宝达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防疫用品出口。 新华

电商呼吁为湖北胖三斤
湖北货销量应声涨6 . 6倍

“鸭子还要等10天才能发
货！”4月13日晚，在人民日报和薇
娅的淘宝直播间里，51万只鸭子1
秒抢光！

自从淘宝发起“我为湖北胖
三斤”以来，4000万斤湖北农产品
已经被抢光，淘宝直播上湖北农
产品销量同比飙升6 . 6倍。中新

全国花粉过敏预报来了
这些地方易诱发过敏

14日，中国天气网推出全国
花粉过敏气象指数预报，未来3
天，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呼和
浩特、兰州、银川、济南、武汉、西
宁、成都等城市，一直坚守极易诱
发过敏的“主战场”。容易过敏的
小伙伴，出门时要加强防护。新华

特朗普强推神药再被打脸
中情局私下提醒别买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
在极力推荐羟氯喹作为治疗新
冠肺炎的“神药”，近日，《华盛顿
邮报》等几家美国媒体却“打脸”
总统，称早在3月底，美国中央情
报局（CIA）就曾私下提醒其雇员
该药有危险的副作用，甚至包括
猝死。 中新

新西兰珍稀鸟类
破例搭航班迁移

新西兰停止国内非必要航班
通行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却破
例动用航班将一小群珍稀鸟类送
往一座离岛。新西兰环境保护部
门官员尤金妮·萨奇14日说，新西
兰航空公司将5只幼年滨鸻从南
岛上的克赖斯特彻奇运往马纳
岛，全程450公里。

滨鸻是新西兰本土鸟，毛利
语名“真实”，目前全球仅存250
只。 新华

交通事故大幅减少
美汽车保险商退还保费

美国不少地方实施“居家
令”，使车流量大幅减少，交通事
故风险降低。美国消费者联合会
说，多家汽车保险公司已经宣布
向车主退款或把钱存进车主在保
险公司开的账户，总计价值超过
65亿美元。这些保险公司的销售
总额占美国车保市场82%。新华

伊拉克军方打死
2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伊拉克军方13日说，伊安全
部队当天对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武装分子在伊北部基尔库克
省一处藏匿点实施打击，打死23
名武装分子。伊安全部队方面1
人死亡、4人受伤。 新华

00后寄练习簿冒充口罩
骗6 . 5万买了辆车

在朋友圈发布虚假的售卖口
罩信息，在骗得订金后，为了继续
骗取尾款，又用4本练习簿冒充
1 . 5万只医用口罩分别寄往4个
收货地址。出生于2001年的周某
以这样的方式共骗得6 . 5万元，
并立刻用这些钱为自己购买了一
辆二手轿车。4月14日，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
周某有期徒刑三年。 澎湃

社会

海外逃犯回国自首
自称国外不稳定

14日，湖北咸宁警方通报，受
到疫情影响，一名潜逃国外的犯
罪嫌疑人选择回国自首。“我在国
外快两年了，一直想回国解决这
个事情。现在疫情形势严峻，看到
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做得比较好，
国外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我就
想着现在回来了……”犯罪嫌疑
人曾某坦言。 中新

近日，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恢
复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的
通知》，要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
停恢复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综合
性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
性活动。 中青

教育部要求暂停恢复
学校大型体育活动

有人利用QQ群进行送养
腾讯回应:已封停相关账号

腾讯公司14日发布声明称，
近期，QQ安全团队接到用户举
报，有人利用QQ群组进行“儿童
送养”违法犯罪活动。腾讯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对举报信息进行核
实，确认后已对相关账号及QQ群
组进行了封停处理。 澎湃

非现场交通违法
将可跨省异地处理

近日，公安部修订了《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
部令第157号），新《程序规定》将于
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程序规
定》中提到，交通违法行为人可以跨
省异地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这项措施将于5月1日起在湖南、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试点，6月底将
在全国全面实施。 新华

据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检察院
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7日，陕西省
子长市人民检察院对子长市公安
局看守所民警李某涉嫌虐待被监
管人一案立案侦查。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查中。 中新

村支书虚报女儿户口
套取移民补偿款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
旗沙圪堵镇某村村党支部书记白
某因犯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此前，白某得知政府要
对村内部分地区村民实施生态移
民政策时，谎称女儿户口漏登，办
理补登手续并迁移至生态移民政
策涉及的地区，套取移民补偿款
13 . 6万元。 检察日报

我国一季度外贸进出口
同比下降6 . 4%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6 .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4%，三月当月进出口出现回升。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
说，6 . 57万亿元的大盘子中，出
口3 . 33万亿元，下降11 . 4%；进口
3 . 24万亿元，下降0 . 7%；贸易顺
差983 . 3亿元，收窄80 . 6%。新华

以岭药业14日发布公告，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有关规定以及疫情救治临床
实践，批准连花清瘟胶囊处方药
说明书。说明书中的“功能主治”
项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的常规治疗中，可用于轻型、普通
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北晚

连花清瘟说明书
新增新冠肺炎治疗内容

专家认为心脏病患者
是新冠肺炎高危人群

美媒称，多国医生的数据和
报告显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可能出现
更多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且死亡
风险要高得多。医生还敦促那些
仅患有高血压的人也要格外谨
慎，防止感染。 新华

居家避疫期间，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一名爱喝啤酒的93岁老太
太维若妮西，手持一个啤酒罐及

“我需要更多啤酒”的求助牌站在
自家窗户旁，家人把这一幕拍照
上传网络，后经电视台发布引发
关注。老太太最终获得厂商赠送
150罐啤酒。

中新

93岁老太举牌“我要啤酒”
厂商送来150罐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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