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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两星
发射成功

5月31日16时53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2
星、和德四号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

深圳拟对电子烟门店
开全国“第一罚”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今
年的主题为“保护青少年远离传
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5月30日，
深圳市控烟办开展专项行动，专
盯电子烟。其中，南山区某电子烟
实体店因未依规张贴相关标识，
被现场立案，或面临2000元罚款，
这在全国也是首例。中新

大兴安岭林区
两起火灾已合围

记者5月31日从内蒙古大兴安
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森防指获悉，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5月30日发生
的两起森林火灾均已实现合围，目
前正在清理火场。经森林公安勘查
确认，火因均为雷电火。 新华

特朗普宣布
推迟召开G7峰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计
划于下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至
少推迟到9月份，他还希望邀请俄
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
峰会。 央视

美盐湖城再现暴力执法
警员推倒拄拐老人

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盐
湖城警察在驱赶示威者时，用盾
牌将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推倒，
老人倒地后还在地上翻滚了一
圈。随后，警察上前将老人扶起。

中新

美国“龙”飞船
首次载人试飞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飞船5月30日首次进行载人
试飞。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
次使用国产火箭从本土将两名美
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新华

3岁女童坠粪池窨井
井盖疑有问题

5月30日，郑州市农业东路与
九如路交叉口宝龙广场，一名三岁
小女孩不慎掉进窨井，不幸溺亡。该
窨井内都是粪水，现场打捞了4个小
时。事发时井盖为绿色塑料材质，
疑存在质量问题。 中新

近日，“敦煌机场”更名为
“敦煌莫高国际机场”，标志着敦
煌机场正式跨入国际机场行列，
成为国内继义乌、满洲里之后第
三个县级市国际机场。 中新

敦煌机场更名
敦煌莫高国际机场

中国每年因吸烟
死亡逾百万人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
学成分，数百种是有害物质，至少
70种能致癌。全世界前8位死因
中，有6种与吸烟有关。在中国有
超过3亿烟民，每年因吸烟死亡人
数逾100万。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
吸烟率为26 . 6%。 中新

株洲纪委征集
一检察长犯罪线索

5月28日，湖南株洲市纪委在
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清风株洲”发
布一份“悬赏”通告，公开征集株
洲市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刘仕明贪腐线索，并敦
促相关人员主动投案自首。此前，
株洲市纪委监委曾在官网公布：
刘仕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澎湃

“回家吃饭”悄悄停业
曾一年融资4轮

创立6年，“回家吃饭”悄悄停
业了。在前几年共享经济盛行时，
这家公司曾火爆一时。目前平台
暂停运营，用户可在6月1日前填
写退款申请。“回家吃饭”成立至
今共获得五轮融资，鼎盛时曾在
一年内完成4轮融资。 中新

5月29日18时许，一段女孩被
打的视频在河北滦南县多个微信
群传播，视频中一名女孩遭多人
围殴。滦南警方5月30日发布通
报，称已受理为行政案件，所有涉
案人员均已到案。视频当事人分
别为滦南县的王某(女，12岁)、陈
某(女，12岁)、周某(女，13岁)、崔
某(女，12岁)、李某(女，13岁)。5
人平时交往较多，因日常琐事，陈
某等4人对王某产生不满，并对其
实施殴打。 中新

12岁女孩遭同龄人围殴
涉案人员已到案

国家立法
严禁暴力伤医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于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卫生
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
性法律。暴力伤医、药品质量、院
前急救……对于群众关切，该法
作出回应。例如，禁止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
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
格尊严。公共场所应按规定配备
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中新

一盔一带
守护行动今启动

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全国开
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6
月1日起，执法处罚的范围限定
为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
驾乘汽车不使用安全带的交通
违法行为。 中新

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
30日晚公布的数据，该国单日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74例，累
计确诊498440例；新增死亡病例
956例，累计死亡病例28834例。目
前巴西新冠肺炎病例确诊总数居
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央视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
月31日2时13分，在日本北海道
附近海域(北纬42 . 40度，东经
144 . 00度)发生5 . 4级地震，震源
深度90千米。

央视

巴西新增确诊超3 . 3万例
系单日最大增幅

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
发生5 . 4级地震

社会

女研究生玩蹦床
胸部以下完全截瘫

5月25日晚，徐州90后医学女
研究生琪琪和男朋友小王、表哥
小鲁相约蹦床馆，玩一个名叫“人
体炸弹”的项目。琪琪被弹起时，
头朝下猛地摔进了海洋球池内，
当场动弹不得。如今，琪琪胸部以
下仍然没有知觉，诊断结果是“完
全性截瘫”。律师表示，蹦床馆应
承担主要责任。 北京青年报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发布通知，将对“协和”“华山”“湘
雅”“华西”“齐鲁”“同济”“天坛”
等知名医院被冒牌问题，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清理整治。 中新

知名医院被冒牌
全国将进行整治

比利时约阿希姆王子近日在
西班牙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之
后，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现年28岁的约阿希姆王子是比利
时阿斯特里德公主最小的儿子，
同时是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的侄
子。该聚会共有27人参加，违反了

“禁足令”。 央视

比利时王子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

5月31日，广州市召开15届
11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障实施办法》。提出见义勇为
的奖励标准为1万元到100万元。保
安员、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
也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澎湃

见义勇为牺牲奖100万
广州审议通过相关办法

5月30日，贵州毕节一装饰
公司惩罚业绩不达标员工生吃
蚯蚓、泥鳅等，有员工称看到后
腿都软了。公司表示钱不是白
来，有奖有惩。当地市监局回应，
事件正在处理中。 中新

公司罚员工
生吃蚯蚓、泥鳅

长沙市沙湖桥小学12岁的张
荣景发明的“连动互换防护窗”，
获第118届法国巴黎国际发明展
金奖。这一发明主要从透明电梯
获得灵感。它是利用轮滑转动原
理，打开窗户插销，随着玻璃窗的
抬升，防护栏会同时缓缓下降，能
防止儿童发生坠楼。 北京晚报

小学生发明防护窗
斩获国际大奖

5月31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河南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八部
地方性法规提请“打包”修改。其
中，《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拟修改为：提
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
个子女。 大河报

河南拟修改计生条例
再婚也提倡生俩子女

宁波一货船搁浅
13名船员获救1人失踪

5月30日，一艘名为“联航7”
的货轮由福建驶往舟山海域途中，
在宁波象山以东10海里处进水后
搁浅坐沉，二层甲板以上露出水
面，14名船员遇险。目前仍有1名船
员落水失踪，正全力搜救。央视

6月“天象剧场”
佳片不断

神秘的水星将于6月4日迎来
年内第二次东大距。公众可在日
落后的西北方低空找寻到水星的
身影。6月6日是农历闰四月十五，
当日凌晨，天宇将悄然发生一次半
影月食。月面会有一个从亮到暗，
再从暗恢复到亮的过程。6月12日，
两颗行星火星与海王星将在天宇

“相合”，上演“星星相吸”好戏。6月
16日，浪漫的六月天琴座流星雨将
“绽放”夜空。6月21日，精彩绝伦的
日环食将震撼登场。食分(月亮遮住
太阳直径的比例)达到0 .994，非常
接近全食。这样的日环食也被称
为“金边日食”。 新华

天文

借助数字听诊技术
可监测早期肺部病变

专家表示，有充分证据说明
吸烟和肺癌等疾病关系紧密，目
前可通过数字听诊进行科学监
控，进而早期诊断。 新华

茅台电商公司原董事长
受贿获刑三年

因受贿近50万元，贵州茅台
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聂永近日经二
审改判获刑三年。5月29日，中国
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聂永受贿二
审刑事判决书》披露了上述信息。

中新

长春市委原副书记
杨子明一审获刑9年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
微信公众号5月30日发布消息：5
月28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长春市委原副书记杨子
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并处罚金50万元；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
处罚金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9年，并处罚金70万元。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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