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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以外离鄂通道解封
高速流量为平时1 . 5倍

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
丈夫被判终身监禁

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
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
复对外交通。当天，湖北境内部分
高速公路通行流量达到平时的
1 . 5倍左右，流量最大的是许广
高速、二广高速。预计26日还有小
高峰。 楚天

3月24日，中国孕妇泰国坠崖
案件宣判被告人俞某蓄意谋杀罪
名成立，一审被泰国法院判处终
身监禁。俞某当庭表示上诉。

2019年6月9日，怀孕三个月
的王女士与丈夫俞某在泰国游玩
时坠崖，生还后指控丈夫将其推
下悬崖。 中新

国内中小企业复工率
已达到71 . 7%

根据工信部的监测显示，3月
24日，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达
到了71 . 7%，比2月23日提高了
42 . 1个百分点。 中新

内蒙古反腐不停歇
本月有4名省管干部被查

3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发布消息：鄂尔多斯市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
桂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刘
桂花是内蒙古自治区本月查处的
第4名省管干部。

3月19日，通辽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曹文敏被查；3月20日，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董事长
薛昇旗被查；3月23日，锡林郭勒
盟政协副主席张志军被查。

澎湃

2 . 1万医务人员顺利撤回
还有1 . 7万人留在湖北

根据统一安排，支援湖北医
疗队已通过各种交通方式陆续分
批有序撤回。截至24日24时，已有
194支医疗队、21046名医务人员
从湖北撤回，目前仍有139支医疗
队、1 . 7万人坚守在武汉救治一
线。 新华

神农架旅游区恢复开放
所有游客五一前免门票

3月25日，神农架生态旅游区
恢复开放，每日开放时间为08:00-
17:30。5月1日前，神农顶、大九湖、
官门山、神农坛、天生桥、天燕、画
廊谷等七大景区向所有游客免费
开放。景区换乘车费用实行5折优
惠。 湖北日报

男子持刀刺伤妻子
逃离时出车祸身亡

3月24日上午，湖南湘乡男子
王某某与妻子吴某某发生争执，
王某某持刀刺伤吴某某，后驾车
逃离。吴某某送医院救治，生命体
征平稳。当日13时50分，王某某驾
车行驶至许广高速望城段时发生
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 澎湃

平台传播游戏视频画面
一审判赔496万

日前，广州互联网法院对一
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
正当竞争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
判决被告某文化公司立即停止在
某视频平台上传播包含《王者荣
耀》游戏画面的短视频，并赔偿原
告腾讯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共计496万元。 澎湃

安徽省高院原院长张坚
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
书记、院长，中共安徽省委政法委
原副书记张坚涉嫌受贿一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福建省厦
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央视

大搞权钱交易
德阳原副市长杨震被双开

日前，四川德阳市政府原党
组成员、副市长杨震严重违纪违
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震
理想信念丧失，法纪意识淡薄，对
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
查；甘于被“围猎”，大搞权钱交
易。 中新

3人商场扫码领零食
进群后被骗7万多

近日，江苏宿迁市沭阳县3人
在商场里扫码领取了某款网红零
食后，被拉进了群聊里，在群里其
他成员的接连鼓动下，3人被骗7
万余元。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50
人的群里，另外47个群成员都是
骗子。 现代快报

涉嫌杀害沙特记者
20名嫌疑人被起诉

当地时间3月25日，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已
经针对20名涉嫌参与杀害沙特记
者卡舒吉的嫌疑人提起公诉，其
中包括沙特情报总局前副局长艾
哈迈德·阿西里和沙特王室前顾
问苏欧德·卡赫塔尼。 央视

西班牙死亡人数激增
首都一溜冰场改停尸房

当地时间3月23日，据西班牙
媒体报道，由于疫情升温导致新
冠肺炎确诊人数激增，西班牙政
府决定将马德里的一家溜冰场作
为临时停尸间。 中新

莫桑比克一卡车集装箱
发现64具遗体

莫桑比克中部太特省官员24
日证实，当天凌晨在一卡车集装
箱内发现64具遗体，他们均为埃
塞俄比亚籍。集装箱内的死者初
步判定是因窒息而死。 新华

被隔窗求婚的女护士
与男友如约领证

2月8日，江西九江护士陈梦婷
在抗疫一线接受男友的隔窗求婚，
他们约定，等隔离期结束，两人就
去领结婚证。3月22日，陈梦婷结束
隔离回家。23日，陈梦婷和男友直
奔民政局，“如约”领证。 新华

万象

男子15年无偿献血203次
疫情期间4次捐血小板

3月23日，杜元顺又一次来到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爱心献血屋捐
献出双份血小板。

杜元顺今年36岁，老家是山东
省阳谷县，他坚持无偿献血15年，
捐献全血5次(1800毫升)、血小板
198次(379个治疗量)。今年春节以
来，他捐献血小板达4次。 中新

2020年3月25日，中国人民银
行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正式签署了第24届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币发行
协议。根据发行协议安排，中国人
民银行从2020年起将陆续发行普
通纪念币2枚、纪念钞2张、金银纪
念币19枚。 中新

央行今年起陆续发行
北京冬奥会纪念币纪念钞

钟南山团队入围
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提名

3月24日，据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的公
告，对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500多项受理项目进行公示。在
国家科技奖创新团队奖评选中，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获
得提名。 北京日报

关联抗击疫情炒作
贵州白酒交易所被约谈

针对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1499元茅台酒直供贵州
援鄂医务人员”的不当营销行为，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于3月23日对
该所进行了约谈，要求该所不得
关联抗击疫情、社会公益活动等
进行商业化炒作，责令其迅速整
改。 新京

千岛群岛发生7 . 5级地震
夏威夷发布海啸预警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10点49分，千岛群岛发
生7 . 5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
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
美国夏威夷发布海啸预警。央视

24日新增47例确诊患者
均为境外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3
月24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47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新
增疑似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

新华

盗窃小区存放点快递
贪心女子被刑拘

据北京市公安局3月25日通
报，海淀一女子因多次在快递架
盗取社区快递包裹，被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通报称，为方便居民无
接触领取快递，很多小区都设立
了快递架，不料成为个别贪心之
人的“免费自选超市”。 北青 教育

今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874
万，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因新冠
疫情影响而增大，为此，官方提出
五方面举措予以应对。一是扩大
企业吸纳规模。二是扩大基层就
业规模。三是扩大招生入伍规模。
四是扩大就业见习规模。五是适
当延迟录用接收。

中新

国家公布五大新政
帮助874万毕业生就业

价格回落黄牛甩货
“疯狂”的额温枪正降温

从风口骤然涌起到逐渐消散，
原本小众的额温枪仅用了两个多
月的时间。日前，多位市民发现，原
本花高价也“一枪难求”的额温枪
价格已下探到300元以下。记者调
查发现，大量曾哄抬热炒额温枪的
黄牛党正急于甩货。 北京日报

有骗子盯上“健康码”
借扫码盗取受害人钱财

记者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
察院获悉，近日一起利用中老年
人不会申领健康码，趁机盗取受
害人钱财的案件，已进入审查起
诉阶段。无独有偶，近日杭州一企
业车间主任利用每日检查员工健
康码，操作受害人手机绑定银行
卡，共盗转59000元。 新华

提醒

疫情推高枪械销量
洛杉矶要关零售店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县打算强制关闭枪械零售店。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枪械销量在全
美范围飙升。疫情蔓延引起部分
美国民众恐慌，他们不仅囤积卫生
纸，还抢购枪械。 新华

追剧付费有“连环套”
网友起诉索赔万元

“花钱购买了视频网站的会
员 、成 为 V I P ，却 发 现 还 有

“VVIP”，继续付费，才能多看几
集。46集古装网剧《庆余年》是去
年的大热网剧。然而，视频网站的
双重付费模式，却让许多网友反
感。近日，有市民一纸诉讼将网站
告至深圳南山法院，要求赔偿1万
元。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羊晚

哺乳动物研究显示
雌性或活得更长

英国广播公司24日报道，多
国研究人员分析101种野生哺乳
动物的估算寿命得出结论：雌性
野生哺乳动物普遍比雄性长寿。
平均而言，同一种野生动物中，
雌性比雄性寿命长18 . 6%。新华

新知

奥运会推迟
东京拆除倒计时钟

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一年
后，由于新的开幕时间未定，东
京市政府25日起开始拆除在很多
地点设置的倒计时钟。 新华

伦敦一ICU护士自杀
该院有8名患者死亡

当地时间23日，一名在英国伦
敦一家医院工作的年轻女护士自
杀身亡。据悉，这名护士曾在重症
监护室工作，这家医院已有8名患
者因新冠肺炎死亡。有报道称，她
可能服用了过量药物。据了解，这
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收治的都是
情况最为严重的患者。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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