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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新冠mRNA疫苗
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与地方企业共同研发形成
的新型冠状病毒mRNA 疫苗

（ARCoV），19日正式通过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这
是国内首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的新冠mRNA疫苗。国产新冠
mRNA疫苗是该院继重组新冠疫
苗（腺病毒载体）后，获批临床试
验的又一高技术疫苗品种。新华

三部重磅法律草案将亮相
拟加大力度惩治非法集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十三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6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举
行。根据委员长会议建议，刑法
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处罚法
修订草案和数据安全法草案三
部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其中刑
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加大对
非法集资、资本市场重大违规、
非法金融活动等金融犯罪的惩
治。 法制日报

我国正加速推动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24日在
天津“云”闭幕，会上，中国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报告反映，我国正在加速推动人
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地方政府共出台276
项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政
策，超过2018年的259项。覆盖了
智慧政务、智慧医疗、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智能车联网、智慧
教育等诸多领域。 新华

赫鲁晓夫之子美国去世
死于头部枪伤

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
晓夫在美国罗得岛州家中因枪伤
死亡，享年84岁。美联社24日援引
罗得岛州验尸官消息报道，谢尔
盖18日死于头部枪伤。当地警官
托德·帕特拉诺24日说，没有迹象
显示“外界不当行为”导致谢尔盖
死亡。谢尔盖早年是苏联火箭专
家，1991年移居美国罗得岛。新华

未婚女子住酒店给差评
被威胁“老公知道你开房吗”

因给苏州一家维也纳3好酒
店差评，未婚的王女士被酒店工
作人员威胁“你和别人开房你老
公知道吗？”事件发酵后，涉事酒
店公开进行了道歉，表示已对相
关员工做出最严肃处理，并称将
尊重客户意愿，不再强求她删除
评论。 红星新闻

社会

核酸检测也有假阴性
一患者5次检测才确诊

6月25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
火通报，北京大兴一名60岁女子确
诊前四次核酸检测为阴性，第五次
才显示阳性并确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
主任王贵强表示，核酸检测有假
阴性的问题，现在北京采取了“1
+3”的模式进行检测。 中新

“绝不能掉以轻心”
武汉备战秋冬疫情

“压实四方责任，做好发热门
诊管理及院内感染防控，绝不能掉
以轻心、绝不能自以为是、绝不能
高枕无忧、绝不能坐而论道。”最
近，武汉市卫健委召开了应对秋冬
季疫情反弹医疗救治工作部署专
题会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
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医疗质量与评价处副处长马旭
东作上述要求。 澎湃

四川男子连续四年
模仿屈原“投江”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
故都。”6月23日，41岁的猴哥（化
名）身穿黑色“汉服”，站在四川西
昌海河边的石栏上，面朝河面高
声吟诵后，张开双臂跳入水中。这
是他第四年在端午节前夕模仿屈
原投江。猴哥说，作为汉文化爱好
者，这是他纪念屈原的一种方式。
去年端午节，他还因模仿屈原投
江上了微博热搜。 新京

90后夫妻将迎第10孩
丈夫称会让妻子做节育

近日，广西90后夫妻韦国则和
蒙秀萍引发热议，二人在深山里生
育9个孩子且将迎来第十孩，目前
住在当地政府修建的扶贫安置房
内。日前，韦国则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自己有避孕套，但不会使用，因
认为结扎对身体不好，所以没有去
做。他还透露，“生完这个（第十
胎），我老婆去放节育环。” 新京

广东局长夫妇在家死亡
警方排除外来人员作案

6月25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
区公安分局“平安梅江”微信公众
号发布警情通报称：6月20日上午，
我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梅江区某小
区一对夫妻在家中死亡。经立案调
查，排除外来人员入侵作案。据此
前报道这对夫妻正是广东梅州市
文旅局局长朱瑛及其丈夫。 中新

马云和孙正义
分别从软银、阿里辞职

6月25日，软银集团创始人孙
正义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自
己将从即日起退出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他表示：“作为董事，我从阿
里‘毕业’了。”自2005年起，孙正
义开始担任阿里巴巴的董事。

同时，25日也是马云担任软
银集团董事的最后一天，他在这
一职务干了13年。 第一财经

北京新能源小客车
指标申请人超45万

25日，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公
布了今年第三期小客车指标申请
审核结果和配置数据。截至本期，
新能源指标总申请人数超45万。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拟在今年8月
一次性增发两万个新能源指标，
全部向“无车家庭”配置。 中新

大同发现特大型石墨矿床
资源量约1亿吨

记者从山西省地质勘查局获
悉，这个省日前在大同市新荣区
发现一处特大型石墨矿床，详查
区内石墨矿物资源总量约1亿吨。
石墨是一种特殊的非金属矿物，
但具有金属的优良性能，是已知
最耐高温的轻质矿物之一，广泛
用作耐火材料、热金属成型材料、
军工和航空航天材料等。 新华

美国加倍悬赏
捉拿“伊斯兰国”头目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把捉
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
阿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
赫曼·毛利的悬赏金额翻一番，从
500万美元涨至1000万美元。

毛利出生于伊拉克一个土库
曼裔家庭，是“伊斯兰国”创始人
之一，属于占少数的非阿拉伯裔
高层。 新华

为通过考试
意大利考生用枪恐吓考官

意大利警方向媒体通报，23
日，意大利洛迪省卡萨尔普斯泰
伦戈市高考口试现场，发生了一
起学生持枪恐吓考官事件。一名
考生进入考场后，突然拔出手枪
指向考官，要求必须让他通过考
试。其行为在考场内外引发恐慌，
学校迅速向警方报案。 中新

澳大利亚最大航空公司
宣布裁员6000人

澳大利亚最大航空公司澳洲
航空集团6月25日宣布，为应对新
冠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公司将
至少裁员6000人，同时还将采取
其他措施削减成本。澳航表示，除
裁员外，另有1 . 5万名员工将继
续停薪留职。旗下大约100架飞机
将停飞12个月，一些飞机可能停
飞更久。 新华

江西重大刑事案件4人死亡
一名16岁嫌疑人归案

6月24日19时许，江西省赣州
市南康区朱坊乡红心村发生一起
重大刑事案件，受害人肖某英、吴
某龙、吴某婷、吴某钿经抢救无效
死亡。案发后，南康警方立即启动
命案侦破机制。当晚8时许，犯罪嫌
疑人吴某华（男，43岁，南康区朱坊
乡人）、吴某（女，16岁，南康区朱坊
乡人）归案。 南康公安

男子康养中心节食死亡
涉事公司董事长等3人被拘

对于黑龙江伊春铁力市男子
李某燃停食死亡一事，6月24日
晚，铁力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
该局已于6月24日依法以涉嫌利
用迷信致人死亡犯罪，对黑龙江
省日月峡大森林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尚林、总经理杨利、
讲师吴弘习刑事拘留。 澎湃

受贿、私藏军用弹药
内蒙古退休厅官获刑5年

25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内蒙古
民族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肖剑平犯
受贿、私藏弹药罪一案一审宣判，
肖剑平一审获刑5年。1955年出生
的肖剑平系内蒙古通辽人，2015
年5月退休。2019年10月14日，肖
剑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新

天津核酸检测价格
由180元下调至120元

日前，天津市组织了新冠病
毒相关检测试剂联合采购工作，
相关检测试剂价格显著降低。天津
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
通知，明确自6月25日起，指定机构
开展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由
每人份180元下调至120元；冠状病
毒(变异株)抗体测定价格由每项
60元下调至43元。 中新

全球经济或下滑4 . 9%
复苏前景“道阻且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4日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
容，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4.9%，较4月份报告下调1.9个百分
点。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
虐，全球经济复苏的“爬坡”过程预
料将漫长而艰难。 新华

30米国旗迎风飘扬
香港市民力撑“涉港国安法”

25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50
位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共同发起

“快闪”唱国歌活动，共迎香港回
归纪念日，力撑“涉港国安法”。伴
随着现场嘹亮的国歌声，一幅长30
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阳光下迎风
飘扬。此次活动组织人王渭康说，
去年6月以来，“港独”黑暴行为肆
无忌惮，搞乱香港社会治安，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他感谢国家果断出手，
制定“涉港国安法”。 北京日报

重庆市民端午节
涮粽子吃

对于重庆人而言，万物皆可火
锅，粽子当然也不例外。端午节到
来，重庆市民火锅又“烫”出新高
度，“硬核”吃粽子。近日，记者在重
庆一家火锅店中看到，端午节的粽
子成为火锅的新菜品。有的市民将
粽子烫入红汤火锅中，糯米粽被火
锅的麻辣所包裹。市民表示，烫过
的粽子并不油腻，传统的甜咸粽子
又多出一种“辣”的吃法。 中新

浙江一男子偷快递
自称想找警察谈心

浙江台州男子杨某，34岁，未
婚，有盗窃前科。前几天，他又因
偷拿快递包裹被抓了，被抓时他
大喊“我不是小偷，我就是想找警
察谈心……”

据了解，杨某偷取的快递，是
其他人定制的金属模具，这东西
除了工厂里用，私人拿去根本没
什么用。 都市快报

为购买毒品
他把妻子交出去当人质

6月2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通过视频开庭的方式，对5起毒
品案件中的20名被告人集中宣
判，其中1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
缓，5人被判无期徒刑。在一起毒
品案件中，被告人彭昆为收购、贩
卖毒品，把自己的妻子交到云南
毒品交易的上家手中做人质。经
查，2019年7月24日，交易上家在
控制了被告人彭昆的妻子后，将
毒品通过快递从云南发往江苏镇
江丹阳一批发超市。 澎湃

大脑非神经元细胞
可转化为功能性神经元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
表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论文称，科
研人员在分离的人类细胞和小鼠
中，利用一种单步方法将大脑的
非神经元细胞转化成了功能性神
经元。这项技术被证实可以逆转
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的症状，或为
探索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疗法指出
一条新途径。 新华

噩梦对大脑是必要的
或有助于控制负面情绪

西班牙每日新闻网站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后，人们做噩梦的
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了。4月份，人
们在谷歌上搜索“奇怪的梦”的次
数翻了一番。

报道称，无论噩梦有多么令
人讨厌，它们对大脑来说或许是
必要的。去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梦中体验恐惧的人能够在清醒时
更好地控制这种情绪。 新华

长期暴露在阳光下
或削弱脑力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
道，新的研究表明，阳光可能会削
弱脑力，让人更难以做出正确判
断。随着气温骤升，那些想要在户
外办公的人应该三思。报道称，8
名身体健康、年龄在27岁至41岁
的男性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者
们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的人
应该戴帽子。 新华

新知

伪装成巧克力、精油入境
跨境邮递成禁毒重要防线

被包装成“安眠药”“减肥
药”，或是伪装成巧克力、烟油和
精油……记者从杭州海关获悉，
近年来，不法分子将目标瞄准境
外可“合法”购买的大麻和大麻制
品、精神药品等，通过伪报、瞒报、
夹藏等方式邮递入境。杭州海关
称，邮递渠道已经成为我国禁毒
的一条重要防线。 新华

“专业老师”指导配资炒股
诈骗2000人3000万元

专业老师指导炒股，投多少
都给你配资8—10倍，赚的还都是
你的，当你以为这是个天大的好
事时，那就离被骗不远了。记者近
日从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获
悉，成渝两地警方打掉一个以股
票投资为骗局的特大网络诈骗团
伙，抓获132名嫌疑人，初步查明
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查证受害
人2000余人。 工人日报

受疫情影响
江母诉刘鑫案延期开庭

受新冠疫情影响，经青岛市城
阳区人民法院允许，江秋莲诉刘鑫

（现更名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案
延期开庭。据介绍，遵照北京市的
疫情管控政策，原告方的代理律师
黄乐平近期暂时不能出差，经向青
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开
庭，获得法院准许。 澎湃

法国埃菲尔铁塔
时隔三个月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6月25日，在因新冠
肺炎疫情关闭3个月之后，法国埃
菲尔铁塔重新对游客开放。埃菲
尔铁塔开发公司表示，首日预约
参观铁塔的游客约700人，全部是
来自法国本土的预约。按照计划，
游客可以在7月1日乘坐电梯到达
铁塔二层，而要攀上铁塔顶层，还
需要等到7月15日。

新华

研究称全球近3 . 5亿人
属新冠重症高风险人群

一个国际团队近日在英国期
刊《柳叶刀·全球卫生》上发表论
文说，估计全球近3 . 5亿人属于
新冠重症高风险人群，这意味着
他们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可能需
要入院治疗。分析还显示，高年龄
段人群中重症高风险人群比例更
高，男性感染后出现重症的风险
高于女性。 新华

记者25日晚从文化和旅游部
获悉，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共接待
国内游客1727 . 6万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44 . 7亿元。今年端午
小长假期间，各地旅游景区将继
续坚持“限量、预约、错峰”，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景区的开放管
理，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
载量的30%。 新华

端午假期首日
国内游客突破1700万人次

据德国媒体24日报道，德国
又有两家肉类加工厂出现新冠聚
集性疫情。报道说，在德国下萨克
森州奥尔登堡市附近的一家火鸡
屠宰场，已有35名员工被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此外，下萨克森州克
洛彭堡的一家肉联厂出现4例确
诊病例。此前，德国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居特斯洛县的滕尼斯肉
联厂发生新冠聚集性感染，确诊
感染人数超过1550人。

新华

德国又有两家肉类加工厂
出现新冠聚集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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