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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严格限制建摩天楼

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

中国外汇储备重回正增长

4月增308 . 26亿美元

日前，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各
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
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
筑。各地公共建筑严禁抄袭模仿
山寨行为。对自然生态、历史人文
等重点地段，不拆除历史建筑、不
拆传统民居、不砍老树、不破坏地
形地貌。 新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中国
外汇储备余额为30914 . 59亿美
元，较3月末增长了308 . 26亿美
元。整个4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小幅升值。 中新

泄露客户个人信息

中信银行致歉

针对有客户在网络上公开投
诉个人交易流水信息被泄露一事，
中信银行回应称，经核实，有员工
未严格按规定办理，向第三方提供
了客户的收款记录。已按制度规定
对相关员工予以处分，并对涉事
支行行长予以撤职。 新华

最高检通报

两年超1 . 8万案件被干预

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
截至今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主
动记录报告2018年以来过问或干
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
18751件。看似“内部”的通报内容
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有关推文阅
读量快速冲上10万+，更获得了
公众刷屏式肯定。 新华

5月7日起中国所有县域

均调整为低风险

在7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5月7
日起，中国所有县域均调整为低
风险。但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
不确定性，要严防疫情反弹。中新

我国4月出口

同比增长8 . 2%

继一季度同比出现两位数下
滑后，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在4月份
迎来恢复性增长。海关总署7日发
布数据显示，4月当月我国出口同
比增长8 . 2%。从前4个月整体来
看，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9 . 07万
亿元，同比下降4 . 9%，降幅比一
季度收窄1 . 5个百分点。

新华

山东济潍高速沿线

新发现11处文物点

我省给网上售房立规

无预售许可不得网上销售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通
知，给网上售房立规矩，未取得预
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证明的商品
房项目，企业不得开展网上销售，
不得以认购、认筹、预订、排号、发
放贵宾卡、吸纳会员等形式变相
销售。 大众

男子“暗网”传播淫秽信息

被查时会员超6万名

7日，无锡市公安局通报该市
警方破获的全国首起“暗网”平台
案件详情。该案中，男子王某在

“暗网”上搭建淫秽网站、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被警方查获时，网站
注册会员已达6万多名。 中新

美媒爆料特朗普女婿

以权谋私搞腐败

一些美国媒体近日爆料，在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负责的医疗物
资和病毒检测领域，出现了利用
与特朗普及其女婿库什纳的“亲
近关系”大搞特殊的肮脏现象，甚
至滋生了医疗腐败。这种“前方吃
紧，后方紧吃”的行为，令民众产
生极大不满。 中新

被告知疫情期不营业

美国顾客枪击麦当劳员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7日报道，因被告知疫情
期间餐厅不营业，美国俄克拉荷
马城两名顾客暴躁掏枪，射杀两
名麦当劳员工。在随即引发的“混
战”中，两名员工中枪。其中一名
腿部中弹，另一名肩部中弹，幸好
没有生命危险。 中新

在线授课

与山羊一起做瑜伽

5月6日，在美国吉尔伯特，一
名瑜伽教练在“山羊瑜伽”在线课
程上授课。“山羊瑜伽”是一种近
年流行的趣味瑜伽课程。 新华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

延至年底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7
日公布，为进一步支持广大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
业，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政策执行期限到2020年12月31
日。今年2月28日，财政部、税务总
局两部门曾公告表示，自2020年3
月1日至5月31日，对小规模纳税
人进行增值税减免。 中新

财经

近日，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经
查，吴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
组织审查调查；违反廉洁纪律，违
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参与民间
借贷；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
不正当性关系；涉嫌职务犯罪，被
批系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
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
的典型。 新华

违规参与民间借贷

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被双开

中国团队发布全球首个

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结果

5月6日，《科学》杂志官网发
布了中国科研团队合作完成的研
究文章《SARS-CoV-2病毒灭活疫
苗的快速开发》，这是首个公开报
道的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京企科兴中维研
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在恒
河猴模型中安全有效。北京日报

法啤酒厂将倒掉

上千万升啤酒

“惩戒办法”满月

八达岭未再现“到此一游”

《八达岭长城景区破坏文物
行为惩戒办法》实施满月，在刚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八达岭长城
景区迎来了近4 . 7万名游客，未
发生一起刻划城墙的不文明行
为，游人文明有序登高望远、领略
古老文化。 中新

外卖小哥凌晨横渡一条江

救下落水女子

5月4日凌晨1点多，夜幕下的
宁波姚江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一
名女子从江北大桥上落水。紧急
时刻，一位外卖小哥横渡姚江，与
消防员合力救起女子。凌晨两点，
女子被送往医院。 澎湃

郑州政协原主席黄保卫

被诉两宗罪

5月7日，河南省检察院发布
消息，日前，河南省郑州市政协原
党组书记、主席黄保卫涉嫌受贿
罪、贪污罪一案，经河南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由安阳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黄保卫在郑州工
作期间，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
安局等部门查封了“皇家一号”等
涉黄场所。 北青

法国政府为遏制新冠疫情蔓
延实施社交隔离等措施，致使啤
酒消费受到重挫，预计超过1000
万升啤酒因过期等原因被迫倒
掉。 新华

打击贷款类电信诈骗

全国捣毁违法短信平台57个

记者7日从公安部获悉，全国
公安机关打击贷款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集群战役7日打响。北京、河
北、上海、江苏等15个省市公安机
关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截至7
日15时，各地共捣毁为贷款类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提供服务的违
法“1069”短信平台57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798名，扣押手机、银行
卡、电脑等一大批涉案工具。新华

五龄童开车出远门

揣3美元去买兰博基尼

美国一名警察本周拦住一辆
可疑的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纳闷为啥透过后窗看不见司机脑
袋，走近发现驾车的是一名5岁男
童！男孩告诉警官，他想买辆兰博
基尼，但是妈妈不让。后来，他偷
偷开车准备赴加利福尼亚州买兰
博基尼。据了解，“男孩钱包里只
有3美元”。

新华

咸阳“医护被裁”处理结果

妇幼保健院院长被免职

日前，由咸阳市卫生和健康委
员会牵头调查市妇幼保健院聘用
人员劳动纠纷。经查，市妇幼保健
院人员调整工作程序违反《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咸阳市责
成市妇幼保健院对调整决定予以
撤销，对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王美玲
予以免职。据此前报道：咸阳市妇
幼保健院裁掉40多人，其中大多数
曾在抗疫一线工作。 咸阳发布

中国宣布取消

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

中国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7日宣布，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
度限制，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
步开放。

当天发布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
定》明确，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
度管理要求，对合格投资者跨境
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
理。 中新

社会

小学生碰坏私家车

留下字条和23块钱道歉

5月6日，江苏省盐城市的陶先
生下班开车时，发现车上留着一张
字条，上面写着“不小心碰坏你的
车，下边有赔你的钱”。落款射阳小
学某某。更让陶先生吃惊的是，这
个小学生还用黑水彩笔，在车上做
了记号，分别指出碰撞处和车轮下
留的23块钱。网友调侃称：这可能
是小孩子的全部家当了。 中新

视频带货主播月入近万元

行业“吸金”力第一

近日，58同城发布的批发和
零售业招聘求职报告显示，今年3
月，批发和零售业平均支付月薪
6478元，视频主播支付月薪排名
首位，达到9249元。可谓最能“吸
金”职业。 中新

记者7日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调
查、勘探，考古队伍在济南至潍坊
高速公路沿线共登记13处文物点，
新发现章丘张家庄村遗址、青州市
苏峪寺遗址、淄川吕家河遗址、昌
乐县大吉阿村遗址等11处文物点。

据介绍，13处文物点分布在
章丘、淄川、青州和昌乐4个县市
区。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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