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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省份要建设1-3所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严查炒作“学区房”
北京21家房产中介被查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
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公共卫生
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提出按
照人口规模、辐射区域和疫情防
控压力，每省份建设1-3所重大
疫情救治基地，能够在重大疫情
发生时快速反应，有效提升危重
症患者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中新

北京市住建委执法部门联合
北京市10个区住建房管执法部门
近期开展房地产市场检查，严查
发布委托手续不全、虚假宣传“不
限购”、炒作“学区房”，以及违法
群租、违规租赁等扰乱市场秩序
的违法违规行为，21家房地产经
纪机构被查处。 人民网

吉林天桥岭林区
再现野生东北虎

记者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
理局天桥岭局获悉，近期工作人员
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吉林天
桥岭林区出现一只野生东北虎新
个体。视频中的这只东北虎体形健
硕，神态威武，缓缓漫步在树林中。
经鉴定，这是一只刚成年的雄性东
北虎。“监测发现，这只东北虎去年
末离开中俄边境区域的出生地，向
西扩散到天桥岭区域。” 新华

罗永浩直播间卖花遭投诉
发文致歉并承诺退一赔一

近日，在网络直播中，锤子科
技CEO罗永浩团队“带货”销售
的“花点时间520玫瑰礼盒”被大
面积投诉存在质量问题，鲜花多
为枯萎，并未按约定时间配送。5
月20日晚，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
上发文，对于“花点时间”玫瑰质
量事件予以致歉，并公布了相关
的补偿措施。 澎湃

售卖屠宰病死猪
将纳入黑名单

农业农村部网站21日发布《非
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指出
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将瞒报、谎报、
迟报疫情和检测阳性信息，以及售
卖屠宰病死猪、违规调运生猪、逃
避检疫监管的生产经营主体纳入
黑名单，实施重点监管。 人民网

市场监管总局：
严查哄抬头盔价格等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
实加强对头盔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积极做好市场巡查和舆情监测。同
时，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当
地公安机关，从严从快查处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
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查。 中新

隐瞒接触史致114人隔离
浙江男子获刑一年

疫情期间，浙江省台州市三
门县一名男子隐瞒与武汉归来人
员多次密切接触的事实，导致3名
同事感染、114名家属被隔离，涉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5月21日，该男
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中新

甘肃临洮通报
“一家四口河水冲走”事件

河道突然涨水，甘肃省定西市
临洮县一家四口被冲走。5月21日，
临洮县委宣传部提供的《临洮县新
添镇下街村一家四口在洮河溺水
失踪救援情况》称，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是上游水电站自然开启主
动泄水，导致河床水位上涨，一家
四口来不及撤离，被水冲走。据媒
体报道，被冲走的这家人原本在临
洮县经营包子铺，周末父母带着孩
子去河边烧烤时遇难。北京日报

男孩电动车后座溜下
母亲竟浑然不知

5月16日，江苏泗阳。交警执
勤时发现一小男孩在机动车道
上，非常危险。随后，民警联系到
小男孩母亲王女士。王女士骑车
送儿子上学，儿子溜下电动车后
座，她却浑然不知。 澎湃

“520”和“521”两天
北京7600对新人预约登记

“520”和“521”的谐音让不少
新人选择在5月20日和21日登记
结婚。这两天，北京市共有7600多
对新人预约婚姻登记服务。受疫
情影响，宣誓仪式、婚姻辅导等延
伸性服务仍处于暂停状态。北青

湖南41个县遭暴雨袭击
江永县城出现内涝

湖南省近日连续遭强降雨袭
击，部分江河水位猛涨，共有41个
县出现了暴雨。张家界一座中型
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江永县城
出现内涝，部分低洼处房屋进水，
出现了受灾情况。 新华

特朗普欲在戴维营
召开线下G7峰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
他正考虑在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
地戴维营，以面对面形式举办一
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
说，举行线下峰会将是美国和其
他国家寻求恢复正常化的象征。
他敦促尽快举行峰会，尽管公共
卫生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中新

朴槿惠案终审
检方建议量刑35年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5月20日
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国
情院受贿案终审开庭，检方建议
法院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35年。

检方当天要求法庭对朴槿惠
受贿嫌疑判处有期徒刑25年，罚
款300亿韩元，追缴赃款2亿韩元；
对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力等其
他嫌疑，要求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案定于7月10日宣判。 新华

韩国严打儿童色情犯罪
销售影像者可获刑5年

韩国国会20日审议通过一项法
律修正案。根据修正案，购买、持有
或观看儿童色情图片或视频者将
面临至少1年监禁；以非商业目的传
播儿童色情影像者面临至少3年监
禁；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推广儿童色
情影像者面临5年以上刑期。新华

气旋风暴“安攀”
已造成印度72人死亡

气旋风暴“安攀”于北京时间
20日晚上6点30分前后在印度的
西孟加拉邦沿海登陆，之后强度
逐渐减弱。据印度媒体报道，“安
攀”在西孟加拉邦已造成至少72
人死亡，此外，该邦多地遭受房屋
和财产损失。 央视

中科院院士万卫星逝世
今年已痛失16位两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官方微博“中科
院之声”21日发讣告说，九三学社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科院
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万卫星，因病于2020年5
月20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万卫星逝世后，今年共和国痛失的
两院院士达到16位。 中新

人物

重庆万州区区长卢勇
突发心源性疾病去世

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副书记、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区长、万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卢勇，
因突发心源性疾病不幸于2020年5
月21日去世，享年49岁。 澎湃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卫
星遥感资料监测显示，今年4月下
旬，青海湖水体面积为4543平方
公里，较上年同期增大28平方公
里，较近10年（2010至2019年）同
期平均增大164平方公里。自2004
年以来，青海湖4月份枯水期面积
呈波动增大趋势。 中新

青海湖面积较上年同期
增大28平方公里

2019年全国
近1 .06亿人次获学生资助

2019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
和普通高校学生（幼儿）10590 . 79
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
费和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
增幅8 . 05%；累计资助金额2126亿
元，增幅4.07%。学生资助资金连续
十三年保持快速增长。 新华

教育部试点
建设未来技术学院

近日，教育部发布《未来技术
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指南》提
出，通过4年左右时间，在专业学科
综合、整体实力强的部分高校建设
一批未来技术学院。在此基础上，
争取用10年左右时间锻造一批在
前沿交叉与未来技术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的高水平教师团队。中新 一周两起

美又损失一架第五代战机

拒不还款手机号被拍卖
两靓号共拍出60多万元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日前
公布2019年度一批典型案例，其中
有陕西首例对虚拟财产手机靓号
拍卖案。2017年6月30日，黄某从贾
某处借款50万元，并拒不还款。法
院判决后执行期间，黄某正在使用
的两部手机号码分别是139×××
99999和139×××33333。作为一
项虚拟财产，该号码具有潜在价
值。为此，法院将两靓号网上公开
拍卖，最终分别以40万元、23 .05万
元的价格拍出，全部用于偿还申请
人的借款及利息。 西安晚报

藏身深山老林设陷阱偷猎
安徽一男子获刑

日前，安徽男子何某躲在深
山老林中利用升压器、铁夹弓非法
猎捕野生动物，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缓刑一年。何某多年前一人
来到泾县茂林镇偏远的梓木坑一
带栖居，他认为这里地处深山，在
此狩猎人不知鬼不觉，遂架设了1
台升压器，又散布了多个铁夹弓，
坐等猎物到来。不料猎物尚未捕
到，就被民警抓获。 中安在线

研究发现非洲蝙蝠身上
潜伏7种新型冠状病毒

英媒称，加蓬弗朗斯维尔国
际医学研究中心的盖尔·马甘加
及其同事最近检测了1000多只生
活在全国各地洞穴中的蝙蝠，发
现18只蝙蝠携带冠状病毒。基因
排序显示其中七种冠状病毒是新
型病毒，全部是在食虫的蹄蝠科
蝙蝠体内发现的。但是尚不清楚
病毒是否会溢出到人类身上并引
起类似于新冠肺炎的瘟疫。新华

每日洗手6至10次
可大幅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英媒称，伦敦大学的研究人
员在3个冬季对1633名成年人进
行了跟踪研究。研究发现，与洗手
次数较少的人相比，每天适度洗
手6至10次，可将患病风险降低
36%。 新华

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
基地20日确认，美军一架F-35A型
战斗机19日晚结束夜间例行飞行
训练后，尝试在基地降落时坠毁，
飞行员弹射逃生。F-35是美国与部
分盟国合作研发的第五代多用途
战机。埃格林空军基地不到一周发
生两起第五代战机坠毁事件。一架
F-22型战机15日在基地附近坠毁，
飞行员同样弹射逃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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