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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零新增不是零风险

3月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
米锋介绍，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
武汉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
病例和疑似病例，但也必须认识
到，“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仍然
存在出现散发甚至聚集性病例的
可能和隐患。

新华

华西集团原董事长张双华
被开除党籍

日前，四川省纪委监委对四
川华西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双华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四川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张双华开除党籍处
分；由四川华西集团给予其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追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人民

企业复工发现“空气员工”
牵出冒领百万工资案

近日，江苏昆山一企业申请
复工时发现20余名员工无法确认
信息，警方调查发现，该企业人事
部负责人串通相关人员以虚构员
工的方式侵吞公司资产，累计冒
领工资一百多万元。

央视

外国人不如实填报信息
将不准入境

23日，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
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对
于不符合入境条件、不如实回答
边检机关检查人员询问，不如实
填报信息、不履行规定手续的外
国人，边检机关将不允许其入境。

央视

多国呼吁推迟奥运会
安倍晋三松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说，
假如今年夏季的东京奥林匹克运
动会“不能以完整形式举办”，日
方可能不得不推迟举办。

安倍说法被视为日本政府就
奥运会是否如期举行的立场“松
口”。多国近日呼吁推迟赛事，加
拿大奥委会则明确要求今年奥运
会推迟至明年举办，否则不惜拒
绝参赛。

新华

疫情期间哄抬口罩价格
获刑8个月被罚18万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3日
对一起疫情期间哄抬口罩价格案
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谢某犯非
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
月，并处罚金18万元。 新华

假卖防疫物资诈骗10万
医疗企业员工获刑4年

男子利用自己从事医疗器械
购销工作的便利，在多个微信群
和QQ医疗群中发布销售口罩和
体温枪的虚假信息诈骗10万元。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3日开庭
审理判决了这起涉防疫物资网络
诈骗案，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邱
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
元。 中新

锡林郭勒盟政协副主席
张志军接受监察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23日
发布消息，锡林郭勒盟政协副主
席张志军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
罪，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据介绍，张志军曾于2013年1
月至2018年3月任锡林郭勒盟煤
炭局局长。 新华

绵阳一缓刑男子
跳河勇救落水小孩

22日上午10时左右，四川绵
阳涪城区龙门镇的一条小河边，4
名小孩在玩耍时，2人落水。正在
河对面的男子邓勇以及另外几
人，先后跳入河中施救。邓勇成功
救起一名小孩，另一名小孩不幸
遇难。

23日，邓勇告诉记者，他今年
39岁，是一名缓刑人员。对于遇难
的小孩，他非常心痛，称自己要是
体力更好一些，可能会将两人都
救起。 红星新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
开始居家隔离

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22日
说，由于日前接触过的一名医生
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总理默克
尔已开始居家隔离。

赛贝特说，20日下午，这名医
生给默克尔注射了肺炎球菌疫
苗。目前该医生被确诊感染新冠
肺炎。 新华

意大利85岁医生上前线
誓言永不放弃

3月20日，意大利《晚邮报》报
道称，著名麻醉医师吉安皮耶罗·
吉伦将重返一线对抗疫情。85岁
的吉伦表示决定做医生就将义无
反顾，自己立下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也永不会过期。 澎湃

德国人开阳台音乐会
合奏《欢乐颂》抗疫

3月22日，德国多个城市上演
“阳台音乐会”，不少人聚集在自
家阳台，同时奏响了《欢乐颂》。

活动前，德国多地音乐家呼
吁：3月22日18:00，希望所有人都
到阳台或窗前演奏《欢乐颂》，希
望大家积极拍摄并在社交媒体分
享。 中新

哥伦比亚首都一监狱
发生暴动致23死90伤

当地时间3月22日，在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座监狱外，服
刑人员家属在外等待消息。哥伦
比亚司法和法律部22日说，哥首
都波哥大一座监狱21日发生暴
动，已造成23人死亡、90人受伤。

中新

27岁的小余最近在南方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
为了憋尿做B超，半小时内快速
饮水2500毫升，导致水中毒，幸好
抢救及时，小余恢复意识。

专家提醒，如果需要憋尿，
建议少量多次喝水。一次大概
250毫升，可选择饮用淡盐水、电
解质水，避免出现急性水中毒。

中新

粥店挂横幅庆国外疫情
官方:已撤下，待处理

25条城际铁路
明起票价打折

国铁集团决定对广珠城际等
多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票价实
行打折优惠，从3月25日起陆续实
施。据国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票价打折优惠，涉及
25条城际铁路共200余趟列车，最
大折扣幅度为5 . 5折。

铁路部门从3月24日起，陆续
发售折扣列车车票。 新华

中央派出调研组
帮助企业解决复工问题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秘书长高杲23日表示，针对当
前存在的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措施
落实不到位情况，中央专门派出
了复工复产调研组到各地调研，
尽快解决相关问题。

高杲表示，要尽快清查防控
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违规收费，
严禁向企业收取复工复产保证
金。 中新

结婚纪念日妻子被隔离
九旬丈夫举标语示爱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级，
康涅狄格州的老人院及疗养院禁
止所有不必要的探访。一名患有失
智症的88岁老奶奶在疗养院被隔
离，其90岁的丈夫为了庆祝两人67
周年结婚纪念日，亲手制作标语，
站在院外向太太示爱。 中新

3月22日，沈阳一家名为“杨
妈妈粥店”的商家挂出横幅，上面
写着“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
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据了解，
有关部门发现后于当天晚上即要
求其撤下。

23日，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
街道办一工作人员透露，多部门
正研究处理办法。 澎湃

为做B超半小时内狂饮水
广州一女子水中毒

近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小区防疫卡口发生肢体冲突事
件，引发关注。五大连池市22日发
布通报称，已对小区防疫卡口值
守人员张某某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经查，张某某工作方法简单
粗暴，态度生硬，导致与外来办
事人员马某某发生肢体冲突。

中新

五大连池通报卡口冲突
值守人员受处分

据安徽纪检监察消息，淮南
市政协原主席李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新京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网聊”释囚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22日经
由网络视频会议首次讨论各自释
放在押人员事宜，为打破僵局注
入希望。

塔利班先前拒绝与阿富汗政
府直接对话。双方互不妥协，以
致阿富汗内部对话迄今没有开
始。 新华

涉嫌违纪违法
淮南政协原主席李忠被查 3月22日，一名女子从泰国飞

往上海，在重庆机场转机时，拒绝
接受隔离，并破口大骂。重庆市宣
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必须接
受隔离，不隔离哪来回哪去。

澎湃

女子大闹重庆机场
官方：不隔离哪来回哪

我国科学家精准“删除”
动物特定记忆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万
有与伊鸣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在实验大鼠的脑中实现特定记忆
的精准删除。论文作者之一、北京
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伊鸣
表示，此项研究有望为慢性痛、成
瘾等以“病理性记忆”为特征的疾
病治疗提供新思路。 科技日报

沪指低开低走跌3 . 11%
创逾13个月收盘新低

受全球疫情迅速蔓延等影
响，3月23日(周一)，亚太市场多数
股指收盘大跌。A股低开低走，沪
指2700点得而复失。

截至收盘，沪指跌3 . 11%报
2660 . 17点，创逾13个月收盘新低；
深成指跌 4 . 5 2 %；创业板指跌
4 . 59%。 中新

财经

新冠病毒检测盒准不准？
上海研制出“判定准绳”

近日，上海研制的“新冠病毒
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被批准为
国家级标准物质，能有效评价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准确性。

这是新冠病毒首个由地方研
制成功并获国家批准的体外转录
RNA标准物质，可供国内外核酸
试剂盒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使
用，研制及审批时间从一年以上
缩短至两个月。 新华

科技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建议人们最好戒烟戒酒来
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谭德塞介绍
说，一旦感染病毒，吸烟可能加剧
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谭德塞建议
人们避免含糖饮料，多吃健康食
品，因为这对免疫系统有帮助。

新华

影院复工率增至4 . 61%
以旧片复映为主

全国范围复工的电影院正在
缓慢增加。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3月22日，全国共523家影院
复工，较前一日增加16家，全国复
工率为4 . 61%。目前影院复映的影
片包括《战狼2》《流浪地球》《狼图
腾》《中国合伙人》以及《何以为
家》。 澎湃

文教

世卫组织总干事：
吸烟喝酒加剧新冠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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