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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机动车达3 . 6亿辆

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
悉，2020年上半年，机动车新注册
登记1414万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98万辆。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3 . 6亿辆，其中汽
车2 . 7亿辆。

据统计，6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
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成都等12
个城市超过300万辆，依次是北京、
成都、重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
武汉、深圳、东莞、天津、青岛。北京
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成都汽车
保有量超过500万辆。 新华

源自大羊驼的抗体
可中和新冠病毒

英国研究人员13日在学术期
刊《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学》上
发表论文说，实验室研究显示，源
自大羊驼的抗体可中和新冠病
毒，有望用于开发新冠治疗方法。

大羊驼等一些骆驼科动物体
内会天然产生大量结构简单的小
型抗体，这类抗体可用于制备更
微小的纳米抗体。纳米抗体不仅
分子量小，还非常稳定，常被应用
于药物开发、临床诊断等领域。

研究人员表示，希望可以将这
一最新成果推向临床前试验。新华

20余省份发布招考公告
多地公务员扩招明显

各地公务员招录进入了“密
集发布”阶段，仅7月以来，就有广
西、吉林、辽宁、重庆、黑龙江、甘
肃、山西等省份密集发布了招考
公告。截至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
启动了今年的公务员招录工作。
从笔试时间来看，多数省份将考
试集中在七八月份举行。

从招录规模来看，“扩招”可
谓今年公务员省考的关键词。

例如，今年4月启动公务员招
录的山东，计划招录7360人，相比
于去年3047人的招录规模，增幅
超过140%。内蒙古本次计划招录
公务员(参公人员)共计7270人，
较上年度的1471人，招录扩招幅
度接近400%。 中新

6月我国进出口均正增长

海关总署14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6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5 .1%，其中出口增长4 .3%，进口增
长6.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14 . 24万亿元，同比
下降3 . 2%。其中，出口7 . 71万亿
元，下降3%；进口6 . 53万亿元，下
降3 . 3%。

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延续增
长态势，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
出口2 . 09万亿元，增长5 . 6%；对
欧盟进出口1 . 99万亿元，下降
1 . 8%；对美国进出口1 . 64万亿
元，下降6 . 6%。 新华

全国2 . 08亿学生复课
复学率达75%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全国教
育战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有序推进学校复学复
课工作，实现了全国2 . 08亿学生
开学复课，复学率达75%，确保了
师生安全和校内稳定。 中新

今年74岁的赵其祥是河北
省晋州市营里镇北位家口村
人，从2000年开始自学篆刻。
如今，他已雕刻完成1200多枚
历史人物“头像章”。

新华

科学家为狗设计出
新的年龄换算公式

据法新社报道，一条众所周知
的换算法则认为，狗的年龄乘以7，
即可换算成人类成长周期相对应
的年龄。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7
月9日发表在《细胞系统》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称，随着时间推移，狗的
年龄换算比率会发生变化。

科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更复杂的
公式，这个公式是“人类对照年龄=
16×ln（狗的年龄）+31”。你可以用谷
歌尝试计算，如果你的狗已经两岁
了，输入引号内公式：“16×ln(2)+
31”，然后点击计算，结果是“42”。

根据这个公式，一只8周的
小狗大约相当于9个月大的人类
婴儿。 中新

英格兰地区
拟强制购物戴口罩

英国首相府13日晚宣布，24
日起英格兰地区民众在商铺和
超市购物时必须佩戴口罩等面
部遮盖物。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
定于14日在议会下院公布具体
实施细则。英格兰地区6月15日
已要求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必须戴口罩。

路透社报道，违反规定者可
能面临最高100英镑（约合880元
人民币）罚款。 中新

蒙古国确诊一例
鼠疫死亡病例

蒙古国卫生部在14日举行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该国
西部戈壁阿尔泰省一例死亡病
例经实验室检测已被确诊为鼠
疫病例。

与两个朋友分食旱獭肉的
戈壁阿尔泰省15岁少年被证实
死于鼠疫。 新华

央行开展300亿元逆回购

中国人民银行14日以利率招
标方式开展了300亿元的7天期限
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央行实现净投放3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
展3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
天，中标利率为2 . 2%，与前次持
平。 新华

财经

第十九批中央冻猪肉
储备投放完成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日
前，春节后第十九批中央冻猪肉
储 备 投 放 完 成 ，共 计 成 交
1 5 4 2 1 . 8 2吨，平均成交价为
25048 . 36元/吨。

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将
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跟踪研判
生猪和猪肉市场形势变化，及时组
织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中新

科学家警告说，新冠病毒可
能会导致脑损伤，因为有新证据
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引发严重的
神经并发症，包括炎症、精神错乱
和谵妄。

据路透社伦敦7月8日报道，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分
析了43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
他们曾出现暂时性大脑功能失
调、中风、神经损伤或其他严重的
脑部受损问题。近来的一些研究
发现新冠肺炎能够损害大脑，而
此次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新华

科学家警告称
新冠病毒可能损伤大脑

民航局批准第一批
国际客运奖励航班

14日，民航局批准第一批国际
客运奖励航班。即日起至本航季末

（10月24日），东航MU2573/4航班
（昆明-老挝万象-昆明）每周从1班
增至2班，新增MU593/4航班（西安-
日本东京-西安）每周1班。

按照要求，航空公司同一航
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的，
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
范围内增加每周1班，最多达到每
周2班。新华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副部长
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

当地时间14日，哈萨克斯坦
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国防
部副部长巴赫特·库尔曼巴耶夫
少将14日因感染新冠病毒病逝，
享年50岁。

库尔曼巴耶夫1993年毕业于
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
学，2005年在陆军防空军事学院
学习，200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副
部长，负责后勤、武器核军事装备
以及医疗保障。 央视

湖南文理学院部分学生
身份信息被冒用

针对网传“湖南文理学院学生
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情况，常德市公
安局武陵分局13日在其微信公众号

“武陵公安”发布初步核查情况通报
称情况属实，公安机关正对原因进
行彻查。

通报指出，湖南文理学院部分
学生身份信息在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系统数据批量上传导入过程中，
发生被冒用的情况属实。现未发现
涉事学生身份信息被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 中新

7月13日，经湖南冷水江市公
安局调查，“湖南冷水江气功大
师发功退洪水”视频系误传。

经警方查证，冷水江街道居
民彭某元即为视频中身穿橙红色
衣服的男子，其与好友十余人在
民间的“龙晒衣”日(农历五月二
十一日)到资江边进行放生祈福
活动，被路过此地的郭某文拍下。
郭某文以“气功大师正在发功退
洪水”为名将所拍视频发至某视
频平台，从而引发误传。 新京报

气功大师发功退水
系误传，为祈福活动

深指跌逾1%
沪指险守3400点

在前期快速拉升后，沪深股指
14日均出现回调，深市三大股指跌
幅均逾1%，沪指险守34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3435 . 02点
开盘，上午一路震荡下行，午后触
底回升，最终收报3414 .62点，较前
一交易日跌 2 8 . 6 7点，跌幅为
0 . 83%。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
上涨品种约1300只。不计算ST个
股，两市约120只个股涨停。 新华

波兰冷冻货车
发现7名越南偷渡者

当地时间7月14日，据波兰国
家税务总局消息，在波兰、德国边
境的例行检查中，在一冷冻货车
中发现7名越南偷渡者，年龄最小
者只有15岁，最大的为54岁，均未
随身携带任何证件。 央广

7月14日在国家海洋博物馆
拍摄的“发现之旅”展厅。

当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有序恢复开
放，每天限流5000人，全部线上预
约。 新华

国家海洋博物馆恢复开放

七旬篆刻迷制作千余枚
历史人物头像章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
首批上会企业全通关

7月13日晚，深交所发布创业板
上市委第一次审议会议结果，审议
会议对锋尚文化、康泰医学、龙利
得3家公司首发上市申请，均给出
了“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的审核意见。

截至7月13日，创业板改革
并试点注册制已累计受理首发
申请275家，其中有数十家是从
证监会平移过来，且在证监会审
核过程中已通过初审会。 新华

中方决定对美售台武器
承包商实施制裁

联合国14日发布的最新版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估
计，2019年近6 . 9亿人遭受饥饿，
与2018年相比增加一千万，与五
年前相比增加近六千万。据报告
预测，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
情到2020年底可能使长期饥饿人
数新增超过1 . 3亿人。

联合国相关机构负责人警告
说，“五年前，全世界曾做出承诺，要
消除饥饿和所有形式营养不良，然
而，五年后，我们仍无法保证到2030
年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中新

2020年底全球新增
饥饿人数超1 . 3亿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对美
国近期售台武器的主要承包商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新华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新的
指导意见，称不能排除新冠病毒在
包括健身房和餐厅等室内密闭空
间通过空气颗粒传播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还说，需要进行更
多研究来进一步调查这些初步发
现。该机构说，据信新冠病毒的主
要传播方式仍然是通过呼吸道飞
沫传播。

在一份最新科学简报中，世卫
组织还比过去更直接地宣称，无症
状者也可能传播新冠病毒。 新华

世卫称新冠病毒
可由室内空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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