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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高风险地区外
进京看病无须隔离

官员酒驾致4死
找同车人顶包

5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举行发布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介绍，到北
京就诊的人员，除中高风险地区
外，不再要求居家隔离或集中观察
14天，但要求有健康码，坚持测量
体温。 新京

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人民检
察院于5月11日对赤峰市敖汉旗

“4·04”交通肇事包庇案犯罪嫌疑
人闫某华决定逮捕。

4月4日7时25分，省道210线
敖汉旗境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车辆
驾驶员为潘某国，闫某华出于交
情冒名顶替。经核实，潘某国为敖
汉旗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事发
时为酒驾。 中新

4月汽车销量同比增4 . 4%
21个月来首次正增长

5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最新产销数据，4月，汽车产
销分别达到210 . 2万辆和207万
辆 ，环 比（ 较 上 月 ）分 别 增 长
46 . 6%和43 . 5%，同比（较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2 . 3%和4 . 4%。4月
产销同比增长为今年以来的首次
增长，其中销量更是结束了连续
21个月的下降。 中新

厨师向锅里吐口水
连锁餐饮苏福记道歉

5月11日，被爆出“食客要求
菜品重做，结果厨师向炒菜锅里
吐口水”事件后，西安连锁餐饮企
业苏福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出致歉信表示，将全力配合执法
部门调查，给公众一个真相。西安
雁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事店
铺拟处以10万元罚款并吊销其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新京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两家央企反馈督察情况

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公布了对中国五矿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
督察情况，指出部分下属企业环
境守法意识淡薄，在环境保护问
题上弄虚作假。督察指出，五矿集
团为进入稀土领域，明知赣县红
金公司产能批建不符仍完成收
购；放任赣县红金、定南大华等企
业未批先建。中国化工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纵容5家下属企业大肆
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柴油。新华

多所高校明确
期末考试线上进行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高校采
取线上授课。近日，多所高校明确，
期末考试采取线上考核方式进行。
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湖北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 中青

一家人参与传播淫秽视频
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天台警
方破获一起通过微信群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
名，查获淫秽视频12000余部，涉
案金额达500余万元。

经查，2019年9月，米某购买
大量淫秽视频上传至自搭建网络
平台，并通过发展代理商建立微
信群牟利。为扩大传播范围，将其
小舅子李某科和朋友李某群发展
为平台代理，后来，米某母亲、米
某妻子王某某、表姐李某萍开始
参与管理。目前，米某等8人被刑
拘。 新华

旅游公司员工乱丢烟头
烧了五台山6辆公交车

5月10日，山西五台山风景区
停车场内，6辆公交车起火。景区发
布通报称，系旅游公司员工在车内
抽烟后，随手扔下烟头，致公交车
着火，由于风大引燃旁边5辆车，6
辆公交车均为待报废车辆。目前，
涉事员工已被行政拘留。梨视频

车主将车停路边
两个新轮胎被当街“掉包”

近日，东莞厚街的张先生夫
妇在派出所内拿回了失而复得的
车胎和轮毂。原来，五一假期准备
自驾出游的他们，驾车出门不久
便发现车辆异响，而且车身抖得
厉害，后经车行检修发现，车辆新
换的车胎和轮毂被人“掉包”了。
张先生随即报警，嫌疑人刘某很
快落网。 南都

高校封闭式管理
男生从河道游泳离校

5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师范大
学一学生从学校河道游泳离校，
引发关注。11日，学校官微发布消
息称，已对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并
按相关条例处理。学校还表示，如
同学有出入需要，可填写相应审
批流程，通过校门出入。 澎湃

4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 . 7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
增加1 . 7万亿元，同比多增6818
亿元。央行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
人民币贷款余额161 . 91万亿元，
同比增长13 . 1%，增速比上月末
高0 . 4个百分点。 新华

伊朗导弹演习误伤己舰
导致16人死伤

伊朗军方10日在演习中发射
的一枚导弹误中靶标附近一艘己
方军舰，导致一名水兵死亡、另外
15人受伤。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误伤
事故发生在阿曼湾内的贾斯克港
口附近，位于德黑兰东南方向大
约1270公里处。导弹击中一艘参
加同一场演习的“亨迪詹”级别支
援舰“科纳拉克”号。 新华

德国男子外出跑步
遭猫头鹰袭击

德国一名男子外出跑步时遭
到袭击，袭击者竟然是一只猫头
鹰。它用利爪抓伤了该男子，导致
他头部出血、摔倒在地，眼镜也掉
落。这名跑步者在事发时以为有
人袭击了自己，赶紧逃离现场。警
方赶到现场后，一名女警官也被
抓伤。 新华

新冠冲击
百年哥航申请破产

拥有百年历史、世界第二“年
长”的哥伦比亚航空公司10日申
请破产。在新冠疫情下，哥航遭遇
连续打击，包括收入锐减、流动资
金难以维系运营、申请政府救助
未果以及未能如期偿付债券。

本月8日纽交所收盘时，哥航
股价收于每股88美分，而2014年
股价最高为18美元。 新华

俄罗斯一养老院起火
致10人死亡

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尔斯克
市一家养老院10日晚起火，造成
10人死亡。起火的养老院是一座
两层建筑，这家养老院缺乏相关
正规开办许可。起火时，养老院里
有37人，其中住院老人29人，工作
人员8人。 新华

最高法发布八大伤医案
孙文斌案在列

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8起涉医犯罪典型案例，其中
甘肃兰州杀医案、北京民航总医
院孙文斌杀医案等两起死刑案
入选。

数据显示，自2019年至今年
4月，人民法院共计一审审结杀
医、伤医、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
序等涉医犯罪案件159件，判决生
效189人。 中新

法治

河南省济源市政协副主席
李社会主动投案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政
协第十届济源市委员会副主席李
社会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已主动投
案，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监察委员会
监察调查。

这是近两周来河南省纪委监
委发布的第二起“主动投案”消息。
此前，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王振清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已主动投案。 中新

上月董明珠的抖音直播带货
首秀，因为网络问题“翻车”。5月
10日晚，她卷土重来，在快手直播
带货。与上次走高价高端路线不
同，这次上架的产品价格比较“接
地气”。

值得注意的是，董明珠这次
的成绩十分亮眼。全场3个小时，
销量达到3 . 1亿元！ 21财经

第二次直播“没翻车”
董明珠卖货3亿元

去年四季度部分地方
违规收费超14亿元

自立名目收费、向企业转嫁应
由财政预算保障的费用、强制培训
与考试挂钩……审计署近日发布
公告，披露去年第四季度一些地区
仍存在违规收费、转嫁费用等问
题，涉及金额14.28亿元。 新华

央视回应转播NBA传言
主权问题没回旋余地

近日，有传言表示央视体育
频道将复播NBA赛事。对此，央
视总台体育频道相关负责人明确
表示：截至目前，央视体育频道与
NBA方面没有任何接触和交往。
在事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央视
体育频道的态度是严肃的、鲜明
的、一贯的，不会有任何含糊和回
旋的余地。 央视新闻

今夏所有公开活动取消
英女王无限期隔离

英国政府希望在未来几周内
放松封锁逐步重新开放，但出于
安全考虑，94岁的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取消了今夏所有的公开活
动，或将无限期地在温莎城堡隔
离，甚至可能永远不会重返伦敦
的白金汉宫。 澎湃

银保监会连开9张罚单
8家银行被罚1970万元

中国银保监会官方网站近日
罕见地一次性挂出9张罚单，六家
国有大行全部在列。其中，除农业
银行收到两张罚单外，其余五家
国有大行以及中信银行、光大银
行两家股份行各领一张，处罚金
额累计达到1970万元，且各银行
所收罚单均为百万级别。 新华

宝马男当街暴打女子
当事女:是情侣，不需报警

5月9日，在西安市凤城二路
东段非机动车车道，一名开宝马
车的男子对一女子拳打脚踢，并
多次欲将女子塞进后备厢。网友
拍摄视频并大喊报警，打人男子
这才停手并开车离去。民警根据
车辆信息等联系到当事双方，女
子表示两人为情侣关系，不需要
报警。 华商

香港海洋公园濒临破产
特区政府拟拨逾54亿港元

5月11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
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
海洋公园闭园超过3个月，收入遭
受重大冲击，不论公园未来会否
重开，如果没有任何新的资金支
持，公园将在2020年6月破产。特
区政府决定拨款54 . 2亿港元资
助园方。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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