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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70后”副省级官员
已有39名

超5000亿抗疫特别国债
资金已落实到项目

近期，各省党委、政府班子人
事调整持续。记者梳理发现，目前
在地方任职的“70后”副省级干部
已达39名，其中23名为今年履新。
除却党政一把手的调整外，今年
超20省份党政高层人事变动。其
中，湖北因疫情调整较大。新京报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1万亿元抗疫
特别国债已于7月底全部发行完
毕。在资金下达使用方面，7月初，
扣除省级按规定留用部分后，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至市县基
层；截至7月29日，已有5105亿元
落实到24199个项目，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新华

交警开车不系安全带
被摩托骑手训斥

河北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
警察支队5日发布通报称，4日，

“冀D5369警”车辆驾驶人因“未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开车接打电
话、机动车刹车灯不亮”被一名摩
托车驾驶人拦停质问的视频引起
网民关注。经查，警车驾驶人赵某
某存在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
法行为，邯郸交警依法对其诫勉
谈话，调离执法岗位。 中新

加拿大人徐伟洪
制造毒品被判死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6日
对被告人徐伟洪(加拿大籍)、温冠
雄制造毒品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制
造毒品罪分别判处徐伟洪死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温冠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新

我国研制时速600公里级
高速磁悬浮列车

交通运输部日前下发《关于
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交通
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
化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ETC)门架应用，发展智能高速
动车组，开展时速600公里级高速
磁悬浮、时速400公里级高速轮轨
客运列车研制和试验。 中新

国内养老相关企业
10年时间增长13倍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
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我国
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养老”的
企业(以下简称养老相关企业)总
量由原来的0 . 95万家，增长至
12 . 5万家，增长13倍。具体来看，
我国养老相关企业的增速自2013
年起开始大幅提升，至2016年增
速达到高峰，高达49 .31%。以工商
登记为准，2020年第二季度，我国
共成立近1万家养老相关企业，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1 .2%。 中新

因抢夺公交车方向盘
山西六旬老人获刑4年

山西晋城六旬老人王某某乘
坐公交车时，竟强行抢夺方向盘
并和司机发生撕扯。王某某近日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9年
12月21日下午，王某某在乘坐公
交车时，未到站点欲下车遭拒，竟
然上前抢夺方向盘，致公交车失
去平衡，迫使公交车向前行驶十
多米后才强制停下。后王某某不
顾公交车上乘客的指责，仍和司
机原某某纠缠，原某某被迫报警。

新华

贺兰山生态环境整治
已问责处理75人

自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修复工作启动以来，宁夏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办，累计
问责处理75人。贺兰山是中国西
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
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
局。2016年7月，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宁夏后，将贺兰山生态
环境破坏问题作为督察发现的问
题反馈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宁夏以此全面打响贺兰山
生态保卫战。 中新

“最牛钉子户”让大桥“开叉”

8月3日，广州市环岛路海珠
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大桥东西
车道夹缝中的“隐蔽角落”，一栋
约40平方米的老宅意外走红。有
人将大桥上的缝隙戏称为“海珠
之眼”，也有人称为“广州最牛钉
子户”。 中新

3人闯入特朗普海湖庄园
一人背包搜出AK-47步枪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5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通报称，
近日，3名15岁的男孩因闯入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被捕，警
方还在他们的背包中发现了一支
AK-47突击步枪。不过，警方表
示，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闯入的是海湖庄园。事件发生时，
特朗普并没有在度假村。 中新

日本人口连续11年下降
老龄化进一步加剧

日本总务省5日公布基于居
民信息登记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
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人口
比上年再降50 . 5万人，至1 . 2427
亿人，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报
告显示，日本人口连续11年下降。
2019年日本人口下降数量及下降
率均为196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
的最大降幅。 新华

印尼经济20余年来
首现负增长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
二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5 . 32%。这是自
1999年以来该国经济首次出现季
度负增长。公布经济数据的印尼
国家统计局局长苏哈里扬托称

“疫情对印尼医疗、社会和经济状
况产生非常负面影响，重创了消
费和商业生产活动，对家庭和企
业造成严重打击”。数据显示，二
季度该国居民消费萎缩5 . 51%、
固定资产投资萎缩8 . 61%、出口
下降11 . 66%。 新华

脸书推出“山寨版”抖音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脸
书5日在美国等50多个国家正式推
出与美版抖音类似的短视频服
务，遭美版抖音首席执行官凯文·
迈耶直指“山寨”。美联社报道，脸
书旗下的照片墙软件当天嵌入新
服务板块“胶片卷”(Reels)，供用户
录制并编辑短视频，分享给“粉丝”
或发布在“故事”板块。胶片卷去年
11月开始在巴西测试，今年夏初扩
展至法国、德国和印度。 新华

7日国内成品油调价
或再度搁浅

本周期（7月24日以来），国际
油价仍以震荡为主，但近期美元
走弱给予大宗商品价格一定的支
撑。原油变化率持续正向运行但
幅度不大，预计8月7日24时国内
成品油价调整或再度搁浅。7月底
的路透调查显示，在海湾三国近
120万桶/日的额外减产结束后，7
月OPEC13个成员国原油产量为
2332万桶/日，较6月修正后的产
量增加97万桶/日。 新华

财经

境外机构连续20个月
增持中国债券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
该机构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
达23441 . 24亿元，环比增6 . 74%，
同比增38%。这意味着自2018年
12月以来，外资已连续20个月增
持中国债券。另据债券通公司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7月境外机构通
过债券通渠道净买入755亿元中
国债券，单月净买入额创历史新
高。 新华

历时四天三晚，千余名警力
不间断进行11轮搜救后，误入南
岳衡山中心景区深山的73岁湖南
娄底游客王文(化名)，终于在5日
15时许被救出。2日16时许，一位
游客来电称其父亲11时在南岳衡
山中心景区狮子岩处走散。当地
警方经过11轮搜寻，于5日下午在
楠竹山一处基本上没有路的地方
发现了王文。 中新

千余警力奋战70余小时
救出误入深山游客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同比下降14 . 7%

6日从商务部获悉，1至6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2272 . 8亿
元，同比下降14 . 7%。其中，出口
9127 . 9亿元，下降2 . 2%；进口
13144 . 9亿元，下降21 . 7%。商务
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需
求大幅萎缩，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面临严峻形势。 新华

男司机万人发案率
为女司机的8 . 8倍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6日
公布了一份专题报告，显示了
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交通肇
事罪案件的特点和趋势。报告显
示，女性驾驶人2016年至2019年
平均万人发案率为0 . 25，男性驾
驶人平均万人发案率为2 . 2，是
女性驾驶人的8 . 8倍。 新华

6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官方发布消息称，为支持内
蒙古旅游业克服疫情影响，加快
恢复发展，激发大众旅游消费，内
蒙古376家A级旅游景区大幅度减
免门票。消息显示，对参加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2020
年内到内蒙古A级以上旅游景区
旅游一律免收门票；对当年参加
高考和中考的中学生，年内到内
蒙古A级以上旅游景区旅游一律
免收门票；对旅行社组织的旅游
团队，旅游景区门票全免。 中新

内蒙古376家A级景区
大幅减免门票

安徽两厅官同日受审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6日以网络视频方式，开庭审理了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耿
金岭涉嫌犯受贿罪一案。耿金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通过
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合计价值人民
币421 . 1万元。同日，安徽省滁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副
书记、院长窦晓光涉嫌犯贪污罪、
受贿罪一案。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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