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新闻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彭传刚 组版：侯波

速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法治 社会 环球

甲骨文公司已与TikTok
所有者字节跳动达成协议

中国5G用户超过1 . 1亿
今年底5G基站将超60万个

TikTok14日发表声明说，该
公司已将一份方案提交给美国政
府。美国甲骨文公司当天表示已
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
协议，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
但该协议仍需美国政府批准。

TikTok在声明中说：“可以
确认，已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了一
份方案，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决
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这一方案
能帮助TikTok继续支持在美国
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行，用
户喜欢在这一平台上建立联系和
娱乐，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万小企
业和创作者依靠TikTok谋生并
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新华

15日，以“5G新基建，智领未
来”为主题的5G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在重庆举行。记者从论坛上获
悉，目前我国5G用户超过1.1亿，计
划2020年底5G基站将超过60万个，
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中新

广州通报“亲子鉴定造假”
涉嫌犯罪证据移送公安

据广州市司法局网站消息，9
月11日，有媒体以《买来的“亲生
关系”：花3万多孩子被鉴定为“亲
生”》为题，报道广东华医大司法
鉴定中心涉嫌虚假鉴定的有关情
况。广州市司法局获悉后迅速依
法启动立案和调查程序，该局15
日发布最新通报指出，已将发现
的涉嫌犯罪的线索和证据材料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 中新

辱骂威胁被告律师
两旁听人员被罚款

在旁听席未经法庭准许随
意发言，并出口辱骂、威胁被告
代理律师……15日记者获悉，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近日对
违反法庭规则、严重扰乱法庭
秩序的旁听人员朱某甲、朱某
乙分别处以人民币8万元、3万
元罚款。 中新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
9月18日恢复运营

再次暂停开放两个多月后，
香港海洋公园15日宣布，将于18
日恢复运营。受香港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海洋公园于1月26日宣布
暂停开放。随着香港疫情缓和，暂
停开放4个多月的海洋公园于6月
13日恢复运营。由于香港疫情反
复，海洋公园于7月中旬再次暂停
开放。海洋公园介绍，重新开放
后，公园接待游客时间为10时至
18时，周末及公众假期开放时间
为10时至19时。 新华

女出纳跳楼自杀牵出
跨境网络赌博团伙

一名公司女出纳跳楼自杀牵
出一个跨境网络赌博团伙。郑州
警方15日消息称，经过当地警方
半年多的侦查追踪，这个跨境网
络赌博犯罪团伙目前已有77名犯
罪嫌疑人落网，其余涉案人员正
在全力抓捕中。2019年底，民警在
调查女出纳跳楼时发现其参与大
量网上赌博活动，负债高达390万
元。警方成立“2019·12·31”专案
组，全面侦查这个网络赌博犯罪
团伙。 中新

陕西原副省长陈国强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

9月15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陕西省人民政府
原副省长陈国强受贿一案，对被
告人陈国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
万元。陈国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
判决，不上诉。经审理查明：2006
年至2018年，陈国强为有关单位
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融资贷款、职
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其亲属收受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3566万余元。 中新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6人犯罪团伙被打掉

沈阳市公安局15日发布消息
称，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非法组织
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团伙，6名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捕归案。
2019年4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苏
家屯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接到辖
区某旅行社报警称，3月27日，崔
某某、曲某某、张某某、王某某等4
人在一自称名叫“张成龙”(后经
核实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男子
担保下，到该旅行社报名参加去
东亚某国的旅游团。4月2日，4人
以团队旅游签证乘飞机到东亚某
国后脱团失联。 中新

仲裁得来赔偿金
六千元竟全是硬币

四川资中女子张某在一家医
学美容公司离职后，通过劳动仲
裁，得以获得共计6000多元的补
偿金。9月14日，她应约前往劳动
仲裁部门领取补偿金时，公司方
面却用三轮车拖来两桶硬币。对
方拉来的都是一角的硬币，还让
她“一角一角地数”，因此认为公
司这一行为涉嫌侮辱。 中新

美一州司法部长撞死行人
却说自己撞到了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日报
道，美国南达科塔州司法部长日
前报告称，他晚上开车时撞到了
一只鹿，但当局后来指出他撞死
了一名行人。事故遇难者家人对
肇事官员说法表示怀疑，并对该
州官员的透明度存疑。 中新

偷渡船利比亚近海倾覆
至少24人生死未卜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15日
说，一艘运载移民驶向欧洲的船
只在利比亚所辖的地中海海域倾
覆，至少24人溺水或失踪，或已全
部遇难。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莎
法·姆萨赫利告诉美联社，利方已
把三艘被拦船只上至少45人送回
岸上，船载移民全部为男性，多数
来自埃及和摩洛哥。 新华

连续50年增长
日本百岁老人突破8万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
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截至9月15日
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内的百岁
老人同比增加了9176人，达80450
人。这是日本百岁老人首次超过8
万人。报道称，日本百岁老人人口
年增幅再次刷新了自1963年开始
该项统计以来的纪录，也是百岁老
人人口连续50年刷新纪录。 中新

英国外交车辆
在伊拉克遭爆炸袭击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英
国大使馆表示，当地时间15日，英
国外交车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遭遇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路透
社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
前尚不清楚袭击者是谁。此前在
15日凌晨，美国在伊拉克的建筑
物也遭到了袭击。 中新

G20中仅中国
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
组织）14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
第二季度，大多数二十国集团

（G20）成员经济都出现前所未有
的下降，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成员。经合组织表示，受新
冠疫情影响，第二季度G20整体
经济环比下滑6 . 9%，程度远超
2009年第一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深
重时期1 . 6%的降幅。 新华

财经

A股延续升势
沪指上行逼近3300点

15日A股延续升势，主要股
指继续走高，上证综指上行逼近
3300点。两市成交有所萎缩，总量
降至7300亿元以下。当日上证综
指早盘下探3263 . 75点后开始震
荡上行，逼近3300点整数位。沪指
收报3295 . 68点，较前一交易日
涨16 . 87点，涨幅0 . 51%。 新华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消防中队
近日收到南兴镇南兴中学加油站
加油机漏油的警情，迅速出动1台
消防车、6名指战员到达现场。消
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
车将加油站的加油机撞“飞”，满
地都是汽油，十分危险。 中新

广东湛江一货车
“撞飞”加油机

影院最新防疫指南发布
每场上座率不超75%

委内瑞拉检方
起诉“美国间谍”

青岛“自主驾驶”地铁
拿到工程应用“通行证”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青岛地铁
列车自主运行系统（TACS）示范
工程项目工程应用前专家评审会
上了解到，青岛地铁列车自主运
行系统示范工程的测试结果符合
设计要求，初步达到示范工程申
报目标，标志着“自主驾驶”地铁
拿到工程应用“通行证”。 新华

心跳骤停40分钟后“复活”
男子移植心脏获新生

突发心源性猝死，心脏一度
停跳长达40分钟。在多学科医护
救治下，23岁大学生韩冰(化名)
不仅“起死回生”，而且成功接受
心脏移植手术。记者15日从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获悉，韩冰目前康
复顺利，即将出院。 中新

17岁少女吸“笑气”成瘾
导致双下肢乏力

17岁女孩最近一个多月蹲下
后双脚没有力气站起、平地行走
似“踩棉花”，摇晃不稳，甚至抬不
起脚。经过医生仔细询问，女孩终
于说出自己追求刺激为求一笑，
吸食“笑气”的经历。武汉市第四
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判断患者为维
生素B12缺乏导致的脊髓亚急性
联合变性。 中新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14日说，对
近日在该国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被捕的一名美国男子提起诉讼，罪
名是涉嫌密谋恐怖主义行动、破坏
炼油厂和电力设施。委内瑞拉总检
察长塔雷克·威廉·萨阿布说，这名
男子有3名委内瑞拉籍合谋者，他
们上周在该国北部加勒比海岸一
处炼油厂附近被捕。 新华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5日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电影放映
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第
三版)，自2020年9月25日起实行。
防控指南要求，全部采取网络实名
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原则上每
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 中新

9月15日，世贸组织专家组就
中国诉美301关税措施世贸争端案
发布专家组报告，认定美方涉案征
税措施违反世贸组织义务。商务部
称，中方将美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
护主义的错误做法诉诸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需要，也彰显了中方尊重世贸
组织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
性的坚定决心。 新华

WTO裁定美对华
加征关税非法

记者15日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获悉，截至目前，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累计库容
量已达280多万人份，造血干细
胞捐献突破1万例。当天，中华骨
髓库捐献突破1万例暨第六个世
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在京
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梁惠玲为全国第1万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林彬彬颁
发荣誉证书。 新华

我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突破1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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