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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拟规定禁止拆除
成片传统平房区

近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修订公开征求意见。《条
例》拟规定，禁止拆除、破坏各
类保护对象及成片传统平房
区，做到应保尽保；推动历史文
化街区及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
的保护和有机更新，保护传统
风貌，促进合理利用；历史建筑可
以转让、出租。 新华

“国际军事比赛-2020”闭幕
中国队夺“坦克两项”亚军

“国际军事比赛-2020”闭幕
式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外

“爱国者”公园举行。在当日举行
的“坦克两项”项目决赛中，中国
队夺得亚军。“坦克两项”项目决
赛在莫斯科阿拉比诺靶场进行，
这是“国际军事比赛-2020”的最
后一场比赛。 新华

护士跪地20分钟救人
被救警察还是“走了”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这
个年轻人不管怎样都要救回来，他
太年轻了！”6日，52岁的护士戴世
琴在得知自己在街头跪地抢救20
分钟的男子去世后，感到难过和遗
憾。据南京江北新区公安分局公布
的消息，9月4日15时08分，李玺经
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4岁。 中新

贵州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
县长被停职两副县长被免

国办督查室发布《关于贵州
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
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
查情况通报》后，贵州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
作出指示批示，召开省委常委会、
省政府专题会研究部署，立即开
展整改和查处工作。省委决定对
大方县政府县长作停职检查处
理，对大方县政府分管财政工作
的副县长和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
长作免职处理。 新华

因高温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加州或将限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机构
5日晚些时候说，由于新一轮高
温来袭，州内各地可能将采取轮
流断电措施来保证电力供应。就
新一轮高温，州长加文·纽瑟姆4
日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气象
部门数据显示，加州5日至6日最
高温度达到49摄氏度，美国国家
气象局专家说这样的高温“罕见”
且“危险”。 新华

印度新冠确诊超400万
日增病例全球居首

据《印度斯坦时报》5日报道，
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超8 . 6万例，成为全球单日新增
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超
400万例。专家认为，经济活动过早
开放和民众没有严格遵守防疫措
施在客观上造成了疫情加速蔓延。
未来一段时间，印度可能成为全球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新华

超强台风“海神”袭击日本

6日，一名男子在日本鹿儿岛
县枕崎的海岸边拍照。日本气象
厅宣布，超强台风“海神”将在6日
晚接近或登陆鹿儿岛县。 新华

沪深上市公司总数
已突破4000家

截至9月4日，沪深上市公司
总数突破4000家整数关口，达到
4002家，上市股票总数达到4069
只。从1990年12月首批上市的“老
八股”一路走到今天，沪深两市上
市，机构人士预测，A股上市公司
总量未来10年内有望达到万家，A
股总市值有望达到200万亿。新华

财经

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
理中心4日发表声明说，俄战机
当天在黑海和亚速海上空拦截3
架美国战略轰炸机。声明说，俄
军当天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发
现3架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
靠近俄边界。俄罗斯南部军区4
架苏-27战机和4架苏-30战机随
后升空在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对
其进行拦截。 新华

俄战机在黑海亚速海上空
拦截美国战略轰炸机

服贸会上科技亮点多

广州海关查获2 . 3亿元
寄递渠道走私案

广州海关近日成功打掉一个
利用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等寄递
渠道走私海外奢侈品进境的犯罪
团伙。经初步查证，该案涉案案值
约2 . 3亿元人民币。该公司通过
邮件、快件及跨境电商渠道，从全
国多个口岸进境的逾14万个包
裹存在走私嫌疑，涉案货物涉及
多个奢侈品牌的手提包、服装、首
饰等商品。 新华

印俄海军在孟加拉湾
举行联合演习

据印度媒体5日报道，印度
和俄罗斯海军4日开始在孟加拉
湾举行为期两天的“因德拉—海
军”联合演习。印度海军一艘驱逐
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参加
演习，俄罗斯海军则派出了两艘驱
逐舰和一艘补给舰。 新华

5日在京举办的2020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上发布成立了中国首个
工业互联网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
旨在加速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顶
层设计与生态建设，引导形成跨界
协作、开放共享、安全可控的创新
体系，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持续、健
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新华

中国首个工业互联网
推进委员会正式成立

近日，有网友通过视频举报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段盲道被铺
成多直角弯道，不利盲人使用。呼
和浩特市政工程管理局工作人员
回应，该段盲道由轨道交通公司
施工，目前还未验收，如验收不合
格，后续需要整改。 中新

街头盲道“十八弯”
市政回应需整改

9月 6日，在服贸会综合展
区，观众(前)在体验虚拟试衣镜。
本届服贸会以“科技办会”理念，
为观众呈现一场集聚“新技术、新
模式、新体验”的科技盛宴。新华

长三角成立中国（合肥）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
意，中国（合肥）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日前正式成立，将面向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开
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服务，
与上海浦东、南京等地的保护中
心共同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知识
产权保护“一张网”。 新华

在斯里兰卡中国专家
和中资企业助力油轮灭火

斯里兰卡海军发言人6日称，
“新钻石”号油轮火势已得到控制，
目前没有漏油风险。中国在斯里兰
卡的专家和中资企业为灭火救援
提供了帮助。3日，载有超过20万
吨原油的“新钻石”号油轮在斯里
兰卡以东海域起火。 新华

四川省文物局5日在四川广
汉市举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
程·2020年度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与研究咨询会”，宣布启动对祭
祀区的深入发掘研究。据了解，
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
日，在三星堆遗址开展了系统、全
面的考古勘探与考古发掘，在1986
年发掘的“1、2号祭祀坑”附近新
发现6个“祭祀坑”。 新华

新发现6个“祭祀坑”
三星堆启动深入发掘

北上广深已成中国
“超一线城市”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
中国管理咨询部合伙人金军6日
在北京指出，根据最新研究，无论
是体量规模或者发展质量上，北
上广深已经是中国名副其实的

“超一线”城市，在国际上也有各
自的影响力。 中新

沈阳出台楼市新政
二套房首付提高到50%

据辽宁省沈阳市房产局网
站消息，沈阳市房产局、沈阳市
自然资源局等9部门6日联合发
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通知》(下
称《通知》)。《通知》提出，第二套
商品住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
首付款须一次性支付，禁止分期
支付和“首付贷”。 中新

埋在冰下2小时30分57秒
奥地利男子或创世界纪录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
间9月5日，奥地利一名男子仅穿
着泳裤，全身埋在装满冰块的特
制盒子里，坚持了2小时30分57
秒，打破了自己于2019年创下的
最高纪录。在下奥地利州梅尔克
镇广场上，一小群人观看了克伯
尔的挑战过程，目睹了他打破了
自己于2019年所创下的纪录。

中新

辽宁今年90%以上行政村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今年，辽宁省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将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提升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辽宁省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始于2017年。抚顺
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发明的“五指分
类法”，形成了“户分类、户处理、少
出院、零填埋”的“新宾模式”。新华

90岁上海音乐厅重装归来
“修旧如旧”传承历史

9月6日，历经一年半封闭式
修缮，上海音乐厅重新揭开面纱，
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之际，音乐
厅以“相·见”为主题，邀请观众第
一时间进入音乐厅，了解修缮细
节，感受建筑之美。历经90年岁
月，多处历史印记保留得十分完
好。 中新

科技

研究发现肝脏分泌的
一种蛋白质可降血糖

澳大利亚等国研究人员发
现，由肝脏自然分泌的一种蛋白
质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实验鼠的
血糖水平，希望未来能够开发出
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新药。研究人
员发现当实验鼠体内血糖水平
过高时，肝脏会分泌一种叫作分
泌性模块化钙结合蛋白Ⅰ的蛋
白质，由此猜想这种蛋白质可能
与控制血糖水平有关。 新华

文化

亚太地区旅游投资总量
已占世界总规模的38%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
大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秘
书长、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陈冬5日透露，2019年亚太地区
旅游投资总量达到1200亿美元，
占世界旅游投资总规模的38%，
对世界旅游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 新华

我国可重复使用
试验航天器成功着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在轨飞行2天后，于9月6日成功
返回预定着陆场。这次试验的圆
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
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
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
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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