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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核酸检测累计数据
达9041万人/份

福建一禁毒民警伙同他人
在山区建厂生产制毒原料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24日表示，目前，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的核酸检测能力与3
月初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全国核
酸检测能力从3月初的每天126万
人/份，提高到目前378万人/份，
提高了200%。截至6月22日，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的累
计数据达到9041万人/份。

中新

浙江省高院6月2 3日发布
2020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
案例，其中，福建省一名原禁毒民
警结伙他人在浙江生产冰毒主要
原料麻黄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新华

3天内枪杀3人
江西命案嫌犯落网

2020年6月19日9时许，瑞昌
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城东某公
司负责人程某和员工李某被害。
21日，瑞昌一出租车司机被害。三
名被害者均有枪伤。经查，李某的
丈夫周庆照(男，43岁，瑞昌市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五天的连
续奋战，6月23日23时许，九江警
方成功将周庆照抓获，缴获自制
枪支一把。 中新

我国更多领域
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7月23日起，外资进入证券、
期货、寿险、商用车制造、50万人
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建设经营
等领域股比限制将取消。国家发
展改革委、商务部6月24日对外公
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清单条
目由2019年版的40条减至33条。

新华

疫情防控失职失责
丰台区3人被处分

北京市纪委监委24日通报了
丰台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
问题处理情况。决定给予丰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区新发地专班负责人贾琦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
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
员、副主任曹苁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降级处分；给予丰台区花乡副
乡长、花乡地区办事处副主任、乡
新发地专班负责人杨继军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中新

非必要不出京
端午假期加强出京检查

24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
发言人徐和建介绍，端午假期，要
严防人员聚集扎堆。公园、景区严
格实行限流、预约、错峰措施。景
区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
共场所严格按30%限流。民航、铁
路和公路检查站加强出京检查。
徐和建提示，端午假期请广大市
民朋友非必要不出京。 新华

“红通人员”海涛
回国投案

近日，“红通人员”、职务犯罪
嫌疑人海涛回国投案。海涛，男，
195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原铁道
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涉嫌受贿
罪2013年1月外逃。2016年3月，国际
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该案移交海淀
区监委办理，中央追逃办将其列为
重点督办案件。 人民

起火隐患、驾驶故障……
丰田拟召回26万问题车辆

24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向
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请求，计划
召回265512台问题车辆。丰田计
划召回的车辆主要有起火隐患和
驾驶故障两个问题。据丰田表示，
此次召回名单中的对象车辆，在
日本以外地区的销售数量约为50
万台。

中新

因收到证监会处罚决定书
獐子岛公司董事长辞职

6月24日，证监会发布消息，
对獐子岛信披违法违规案作出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当晚獐
子岛也发布公告称，董事会近日
收到公司董事长吴厚刚、海外贸
易业务群执行总裁勾荣、证券事
务代表张霖递交的书面辞职申
请。其中，吴厚刚因证监会处罚决
定书，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总裁
等所有职务。

中新

发现首个单克隆抗体
新冠疫苗研究获重大突破

又一项新冠疫苗研究的重大
突破诞生了。由陈薇院士带领的
专业团队，经过各种技术攻坚，发
现了首个靶向刺突蛋白N端结构
域的高效中和单克隆抗体。对于
新冠疫苗的研制有着相当重大的
意义。在陈薇团队的技术攻坚下，
这项重大而又艰难的任务终于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中新

珠宝大盗跨省销赃
巧遇失主被擒

窃贼带着从长途客车上窃得
的465颗珍珠，从广东茂名跑到广
西北海的一珠宝店销账，不料店主
竟然是这批珍珠的失主……日前，
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该男子因犯盗窃罪，
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
月，并处罚金1万元。 法制日报

金正恩宣布暂缓对韩行动
朝鲜媒体删除批韩文章

朝鲜媒体“今日朝鲜”“统一
回声”和“回声”网站近日发表了
超过12篇文章抨击韩国在传单问
题上的做法，而在金正恩23日决
定搁置对韩军事行动计划消息发
布后，这些文章从网站消失了。

韩国统一部随后也证实，上
述网站已经撤回了相关报道。

澎湃

雪山上的杂技表演

6月23日，一名演员在瑞士莱
迪亚布勒雷山的缆车钢索上表演
杂技。

当日，多名杂技演员在瑞士
莱迪亚布勒雷山的冰川3000缆车
恢复运营之际献上表演。 新华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阿坦巴耶夫被判入狱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坦巴
耶夫23日因腐败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1年零两个月。2019年6月底，
吉议会通过决议，剥夺阿坦巴耶
夫的前总统地位。同年8月，阿坦
巴耶夫被捕。

阿坦巴耶夫从2011年12月至
2017年11月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 新华

世卫呼吁增产地塞米松
或可挽救危重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6月22日呼吁迅
速增加地塞米松的产量，因为这种
廉价类固醇药物已经被证明可以
减少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

此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大约2000名患者使用了这种药
物。该项研究上周发表的结果显
示，使用该药物后，患病最严重的
人群的死亡人数减少了35%。

新华

英国宣布更大范围“解封”
把经济恢复提至首位

英国政府23日宣布，从7月4日
开始，将更广泛、更全面地解除“疫
情封锁”。7月4日后，英格兰地区的
酒吧、餐厅、咖啡厅、影剧院、博物
馆、画廊、图书馆等所有服务业、旅
游业企业机构，在确保防疫安全的
前提下，均可重新开放。 中新

“健康元”内幕交易
被罚36亿元

近日，证监会依法对汪耀元、
汪琤琤内幕交易“健康元”股票案
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36亿
余元。经查，在内幕信息公开前，
汪耀元与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联
络、接触，并与汪琤琤共同控制多
个账户并投入巨额资金交易“健
康元”股票。 证监会网站

法治

珠海市原市长李泽中
受贿6100万获刑17年

6月24日，广东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珠海市原市长李
泽中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
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至
2017年，李泽中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100万余元
(部分系未遂)。 澎湃

近日陕西西安的一女子经呼
气检测为酒后驾车，但其坚称没
喝酒，一滴酒都没有沾。最后经过
血液检测后证实该女子血液中酒
精含量为0。

该女子解释称，自己的男友
当天喝酒了，开车前男友亲了她，
可能是亲的时间比较长，就造成
了其口腔内酒精含量超标。

澎湃

女子与喝酒男友接吻
被测出酒驾

今年以来洪涝灾害
致1122万人次受灾

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截至23日，今年以来洪涝灾害
造成广西、贵州等26省(区、市)
1122万人次受灾，57 . 1万人次紧
急转移安置，21 . 3万人次需紧急
生活救助；9300余间房屋倒塌，
17 . 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
受灾面积86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241亿元。 新华

国防部：中印边境冲突
责任完全在印方

谈及“中印边防部队在加勒
万河谷地区发生严重冲突”事件，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24日指出，此次事件
完全是由于印方违背共识、单方
面挑衅造成的，完全是在双方认
可的实控线中方一侧发生的，责
任完全在印方。中方要求印方严
惩肇事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确
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中新

巴基斯坦失事客机调查
两飞行员讨论疫情走神

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航
空部长古拉姆·萨瓦尔·汗透露
称，针对上个月客机坠毁事故的
初步调查发现，客机当时完全没
有技术问题，但飞行员没有集中
注意力。“飞行员和副驾驶一直在
谈论新冠肺炎。”他说。

上个月，巴基斯坦一架空客
A320客机坠毁，造成机上97人遇
难，2人生还。 澎湃

新知

温州苍南县的90后姑娘王芳
(化名)正在江西省永修县法院打
官司，请求法院判令撤销江西修
水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的

“王芳”与修水县黄港镇郭某某的
婚姻登记。“因为我没结过婚，更
没离过婚，也不认识郭某某。”王
芳说，自己去年年底与未婚夫领
证时才知道“被结婚”。 澎湃

6月23日，湖北武汉一辆黑色
SUV突然逆行，加速撞向迎面白
色小车。路人发现黑色SUV司机
失去意识，车没有熄火，和被撞车
主破窗救人。目前，事故双方均无
大碍。 楚天都市报

温州姑娘领证时
发现已“结婚、离异、有孩”

女司机失去意识逆行撞车
被撞车主和路人破窗救援

近日，贵州遵义正安县某镇
30名学生前往参加中考时，路面
被洪水阻断。民警巡逻时发现情
况，便用挖掘机送学生过河。半小
时后，滞留学生均安全过河。澎湃

洪水阻断学生中考路
民警用挖掘机帮助过河

一男子1副号牌9车套用

被记108分罚45000元
日前，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查处一起1副号牌9车套
用的违法行为，同时抓获违法嫌
疑人李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
对违法嫌疑人李某处以记108分，
罚款45000元的处罚。 央视

内蒙古公安厅原副厅长

孟建伟一审获刑16年

近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原党
委委员、副厅长孟建伟(正厅级)
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孟建伟
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百万元。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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