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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环球

布口罩也有助于
减少新冠病毒传播

瑞典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布
口罩也可能有助减少新冠病毒的
传播，这为能清洗并重复使用的
布口罩作为抗疫物资提供了更有
力的依据。瑞典卡罗琳医学院3日
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该学院与加
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开展的共同
研究发现，布口罩确实可以减少
病毒传播并通过减少颗粒物吸入
对佩戴口罩者提供保护。 新华

重庆8月局地极端
最高气温可达42℃

重庆市发布8月气象信息，被
称为“火炉”的重庆将在8月迎来
持续高温。重庆的平坝、河谷地区
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0至42℃，大部
地区超过35℃的高温天数可达10
至22天。据重庆市气象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谭畅介绍，今年5月1
日至7月31日，重庆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 7 4 6 . 9毫米，较常年同期
(515 . 7毫米)和去年同期(536 . 3毫
米)分别偏多44 .8%和39 .3%，突破
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值
(1998年695 .6毫米)。 中新

强降雨导致银川客运段
多趟列车晚点

4日，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铁
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客
运段西安至银川K1085次、长庆
桥至银川K9663次等多趟列车
不同程度晚点，其中西安至银川
K1085次、广州至银川K1296次
列车改变路线，经西平铁路迂回
运行。 中新

美国三个热气球坠落
导致约20人受伤

美国怀俄明州一处风景区3
日有3个观光热气球坠落，导致约
20人受伤。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4
日报道，当地时间3日早8点多，

“怀俄明州热气球公司”运营的3
个热气球“不知为何”在位于怀俄
明州西部蒂顿村附近“硬着陆”。
当地治安官马特·卡尔说，紧急救
援人员为约20人处理伤势，没有
接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中新

英国企业要打造
3倍音速商用飞机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3日宣布，
将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合作
打造超音速商用飞机，飞行时速
可达3马赫，即3倍音速。英国《泰
晤士报》报道，如果飞机研发成
功，今后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纽
约的航程可能仅需90分钟。据报
道，维珍银河当天揭晓这种飞机
的概念设计草图，显示飞机机翼
呈三角形，可搭载9至19名乘客在
大约1 . 8万米高空飞行。 新华

水手迷航流落荒岛
海滩上拼出SOS获救

当地时间8月2日，密克罗尼
西亚皮克洛特岛的海滩上，三名
水手在失踪三天后获救。据澳大
利亚海军官员介绍，澳大利亚军
用飞机在海滩上发现一个巨大的

“SOS”后，发现了三名被困人员。
他们的身体状态良好，澳大利亚
军用直升机为他们运送了食物和
水，一艘密克罗尼西亚的巡逻船
正在前往该岛接他们。 中新

巴黎圣母院管风琴
修复工程启动

去年4月在巴黎圣母院大火
中受损的巨大管风琴3日开始接
受修复，工程预计耗时4年。法新
社报道，工人在管风琴周围搭起
30米高脚手架，3日先用一台绞车
拆下键盘，之后将逐个拆下风琴
的全部8000个音管。拆卸工作预计
年底完成，之后将对键盘和音管
做深度清洁并将它们重新组装，
复原后将花6周时间调音。 新华

3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
士和冯秉瑞教授伉俪将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
出，设立永瑞基金，用于哈工大电
子与信息学科人才培养。 央视

四川一名干部
在高海拔扶贫一线牺牲

座头鲸撞断浮潜游客肋骨

湖北一男子患尿毒症
两位弟弟争相捐肾救兄

哥哥患尿毒症急需换肾保
命，两位弟弟不约而同表示愿意
割肾救兄。经评估，二弟和哥哥配
型成功并完成捐献。4日，二弟康
复出院前，医院为兄弟三人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视频见面会。57岁
的刘建国是湖北应城人。今年年
初，他出现身体乏力、双腿浮肿等
不适，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
确诊为慢性肾脏病5期，出现尿毒
症的症状。 中新

球员故意咳嗽将吃红牌

足球裁判界最高权威机构国
际足球联合理事会3日宣布，故意
向赛事官员或其他球员咳嗽的球
员会被红牌罚下场。德新社援引
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消息报道，
上述内容将纳入针对“使用攻击、
侮辱和辱骂性语言和动作”的处
罚条款。 新华

7700万年前恐龙或患癌症

恐龙和人一样也会生病。令人
惊讶的是，一头生活在7700万年前
的尖角龙竟然患有癌症。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3日报道，这头尖角龙
的化石1989年从加拿大艾伯塔省
恐龙公园出土，研究人员当时就注
意到尖角龙小腿腿骨变形，以为是
骨折所致。然而，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研究人员利用为人类诊断
癌症的技术手段重新检测发现，这
头尖角龙腿骨变形由骨肉瘤导致。
这是一种恶性骨肿瘤，人类较常发
于20岁以下青少年。 新华

南京女大学生云南失联
遭男友等人合谋杀害

云南省勐海县公安局4日发
布案情通报：从江苏南京到云南
勐海后去向不明的女大学生李某
月已遇害，其男友洪某等有重大
作案嫌疑。8月3日，勐海警方会同
南京警方在南京市将洪某、张某
光(男，21岁，江苏宿迁人)、曹某
青(男，20岁,江苏南京人)等犯罪
嫌疑人抓获，并于当日在勐海县
城郊外山林中找到了李某月尸
体。初步查明，洪某与张某光、曹
某青在南京合谋，张某光、曹某青
前往勐海县于7月9日晚将李某月
诱骗至该县城郊外的山林中杀害
并埋尸。 中新

8月4日，有媒体报道称，青海
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存在非法开
采，使当地生态环境面临破坏。报
道中提到，在矿区非法开采的公
司为青海省兴青工贸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涉嫌无证非法采煤
2600多万吨，获利超百亿元。4
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督察办紧
急召开了会议，对非法开采的情
况进行核查。 新京报

青海木里煤田遭非法开采
当地已派人前往核查

64岁的安徽省淮南市政协原
主席李忠，1982年从安徽大学毕业
以后一直活跃于淮南当地政坛。如
今，他涉嫌受贿罪、贪污罪，站上审
判台。据安徽省纪委监委的通报，
李忠被指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
题书刊入境；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
费用在其他单位报销，通过民间借
贷获取大额回报；长期与涉黑涉恶
人员交往甚密，积极为其站台造
势，充当涉黑涉恶“关系网”。中新

安徽落马官员李忠
充当涉黑涉恶“关系网”

刘永坦将最高科技奖
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

涉黑组织敛财十余亿
公安局副局长当“黑老大”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4
日发布消息，近日对陈先福等70
人(其中19人为非组织成员)涉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等犯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该组
织通过非法采矿、强迫交易“以商
养黑”“以黑护商”等一系列违法
犯罪活动大肆敛财十余亿元。陈
先福原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
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2007年7
月，陈先福、陈先照指使被告人陈
先光等人将到文峰石场闹事的王
某君砍成重伤，以此影响恶劣的
案件为标志，陈先福黑社会性质
组织正式形成。 中新

记者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纪委监委获悉，该州色达县歌乐
沱乡专职纪委副书记兼专武部长
彝族干部八足乌合在石渠县参加
脱贫攻坚普查验收及监督工作期
间，因过度劳累，加之高寒缺氧，
诱发高血压，引起颅内出血，经抢
救无效，于8月2日20时17分不幸
去世，年仅35岁。 新华

哈尔滨仓库坍塌困9人
救出4人均无生命体征

8月4日8时55分，哈尔滨市道
里区城安街3号哈尔滨玉手食品
有限公司仓库部分楼体发生坍
塌。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及
各社会救援力量共调集350余名
救援人员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确
认9人被困。经过5小时紧张搜救，
现场搜救出4名被困人员，均无生
命体征。 中新

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在浮潜时
被座头鲸撞伤，导致肋骨骨折和
内出血。英国广播公司3日报道，
这名29岁女子随旅行团8月1日在
西澳大利亚州宁加卢礁附近海域
浮潜。未经核实的报道说，事故发
生时她在两头座头鲸之间浮潜。
事故发生时，这名女游客所在团
队距离海岸数百米，其他游客没
有受伤。受伤女游客先被送往附
近小镇治疗，后乘飞机前往西澳
大利亚州首府珀斯住院治疗，目
前情况稳定。 新华

万象社会人物关注

4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
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获悉，中
国计划在2021年发射“风云三号
E星”和“风云四号B星”2颗气象
卫星。8月4日，“给风云卫星起昵
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公众
有奖征集“风云三号E星”和“风
云四号B星”昵称。 中新

我国计划明年
发射2颗气象卫星

香港7月平均最高温33 .3℃
为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

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年7月
是香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
热 的 月 份 ，平 均 最 高 气 温
33 . 3℃、平均气温30 . 2℃及平
均最低气温28 . 3℃，分别较正常
值高1 . 9℃、1 . 4℃及1 . 5℃，均
为有记录以来相关月平均值的
最高纪录。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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