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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居民“钱袋子”报告出炉

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长6 . 8%

长沙市原常务副市长陈泽珲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报告显
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8561元，同比名义增长0 . 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 . 9%。专
家指出，虽然一季度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
较为明显冲击，但全国居民人均
转移净收入1548元，增长6 . 8%，有
效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
群体的基本生活。 新华

记者20日从湖南省纪委监委
获悉，长沙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
府原常务副市长陈泽珲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
泽珲1957年10月出生，2011年10
月至2017年1月，历任长沙市委常
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长沙市委
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
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 新华

湖南双牌发生持刀伤人致死案

警方开枪抓获嫌犯

4月20日9:48，湖南省双牌县
公安局接报警：县城阳明路一店
铺门前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张
某(男，26岁，双牌县人)持刀伤害
赵某林(男，40岁，双牌县人)，致
赵某林死亡。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抓捕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
持刀拒捕，致两名民警受伤，民警
依法果断开枪，将张某击伤抓获。

中新

仅用15秒！

上海4幢“烂尾楼”完成爆破

4月20日0时30分，在上海中环
矗立近20年的4幢主体均超20层高
的“烂尾楼”被同一时间爆破拆除。
爆破用时15秒，施工难度非常大，
在国内尚属首例。未来这里将被打
造成多功能城市综合体。 新华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下降14 . 3%

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一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57亿
元，同比下降16 . 5%；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收入24827亿元，同比
下降12 . 3%。全国税收收入39029
亿元，同比下降16 . 4%；非税收入
6955亿元，同比增长0.1%。 新华

对倒卖熔喷布“零容忍”

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42人

近日，针对倒卖生产口罩重
要原材料熔喷布犯罪活动增多的
情况，公安部部署开展专案打击
行动，共破获案件2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42人，涉案金额3445万元，
有力震慑了哄抬熔喷布价格犯罪
活动，有效遏制了熔喷布乱涨价
的势头。 人民日报

重庆磁器口职业吆喝师

每天吆喝8小时月入五六千

千年古镇重庆磁器口有一种
特殊的职业群体叫吆喝师，他们每
天站在店铺门口，扯着嗓子吆喝，
再配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招揽
顾客。他们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
晚上6点。一个小时内，要喊50多
遍，遇到人多还要加快吆喝的频
率。据了解，从事这份工作，平均每
月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生意好的
时候一月能挣8000多块钱。 中新

甘肃白水江拍摄到

野生大熊猫受伤画面

近日，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拍摄到一
段受伤的野生大熊猫在雪地里行
走的视频。画面中，大熊猫一只前
爪受伤，一瘸一拐地行走在厚厚的
雪地中。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表示，最近进入大熊猫发情期，它
们开始到处走动寻找配偶，这只
大熊猫很有可能是因为争夺配偶
时打架受伤。 新华

29名家长买名校“内部指标”

被骗286万元

4月17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长沙29
名家长为了让面临“小升初”的孩
子上“名校”而购买所谓内部指
标，共计被蔡某诈骗286万元。法
官提醒，家长要督促和引导孩子
通过公平竞争考取好学校，切忌
通过不正当途径达到上“名校”目
的。 长沙晚报

村民做饭引燃房外柴火

四川西昌再发森林火灾

据西昌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消息，2020年4月20日14点20
分许，西昌市樟木箐镇李家沟村
一组发生森林火情。相关部门及
时组织市专业扑火队伍70人、应
急民兵140人进行处置。

火情发生后，西昌市公安局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侦查，起火原
因初步判断为当地一名租住村民
在房屋内做饭过程中意外由灶炉
烟囱引燃房外柴火导致。

澎湃新闻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
罗夫19日表示，T-14“阿尔玛塔”
主战坦克明年将实现向俄国防部
批量供应，并可能在获得该坦克出
口许可证后，与其他国家开展合
作。T-14“阿尔玛塔”主战坦克由
俄国防部和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研
发制造。这款坦克配备了远程操控
炮塔，即使乘员失去作战能力，也
可继续保持开火状态。 新华

德国拟采购

45架波音战机

德国《明镜》周刊19日报道，
德国政府打算向美国波音公司订
购45架战斗机，以替换德国空军
已经老旧的现役欧洲产“旋风”战
斗机。45架战机包括30架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15架EA-
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新华

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

发生6 . 1级地震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
县附近海域20日晨发生6 . 1级地
震，宫城县和岩手县等地震感强
烈。地震未引发海啸。受此次地震
影响，岩手县内多条铁路线停运，
宫城县铁路运行未受影响。 新华

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

教辅资料网址、二维码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2020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
明确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
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
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根据通
知，鼓励教材出版单位采取互联
网下载的方式免费提供与教材配
套的数字音像材料。 新华

文教

日均“触屏”100分钟

“云阅读”受青睐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日公
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调查发现，2019年，我国成年国
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81 .1%，继
续保持增长势头，超半数成年国民
倾向于数字化的“云阅读”方式。

手机和互联网已成为我国成
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我
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
长为100 . 41分钟，比2018年的
84 . 87分钟增加15 . 54分钟；人均
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6 . 05分
钟，比2018年的65 . 12分钟增加
0 . 93分钟。 新华

20日中午，京昆高速陕西段
西安往汉中方向洋县关岭隧道出
口发生7车相撞，事故造成5人被
困，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人
受伤。 央视

京昆高速陕西段7车相撞

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或于年底

给医务人员先行用新冠疫苗

4月2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
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透露，根
据疫情走势，在应急情况下，可能
会于年底给一部分人群如医务人
员先行使用新冠疫苗。对于疫苗
研发的时间表，高福称，如果按照
正常的流程走，可能要到今年年
底、明年年初才能出来。北京日报

因新冠肺炎解雇员工

最高法明确表示不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印发《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其中明确，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
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
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
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新华

迪士尼将停发

10万员工薪水

“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具备高校保送资格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
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通
知称，凡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

“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
家代表队选手且符合相关条件
者，具备保送至高校深造的资格。

中新

用钓竿连接两国友谊

德男子坚持购买法国面包

疫情迫使人们改变了生活方
式？据《欧洲时报》20日报道，一位
居住在法德边界的德国男子用实
力证明自己不会被改变。即使两
国边界关闭，他仍坚持去法国面
包店购买面包，并用钓竿从远处
把面包“钓”过来。他的这一举动
被人上传至社交网络后走红。

新华

鲍勃·迪伦歌词手稿待售

要价220万美元

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创作
歌曲《时代正在改变》的歌词手稿
目前出售，要价220万美元。路透
社19日报道，这份手稿最初归迪
伦的经纪人杰夫·罗森所有，目前
所有者一名匿名收藏家欲将其出
售。这份手稿写在一本笔记本里，
只有一页，上面有涂写笔迹。

《时代正在改变》由迪伦1963
年创作，是代表20世纪60年代反
叛精神的标志性作品。 新华

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将从本
周起停发10万名员工薪水，以此每
月节省开支5亿美元，以渡过受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而大范围歇
业的难关。疫情暴发以来，公司名
下多家主题乐园和酒店歇业。不
过，公司新增流媒体“迪士尼+”推出
5个月来新增5000多万用户。 新华

安哥拉首都大雨

致11人死13人失踪

据当地媒体20日报道，安哥
拉首都罗安达18日暴雨成灾，造
成11人死亡、13人失踪。报道说，
罗安达多个地区数百所房屋被洪
水淹没，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
在罗安达省塔拉托纳市，一所医
院和三座立交桥被淹。 新华

万象

加拿大枪击事件

遇害人数增至16人

加拿大东海岸新斯科舍省18
日夜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
16人死亡。嫌疑人是一名51岁男
子，已经于19日中午被警方击毙。
案发期间曾假扮警察、伪造警车。

这是加拿大史上最严重枪
击案。警方尚在调查嫌疑人的作
案动机。 新华

俄T-14主战坦克

明年将实现批量供应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公示

山东2个集体和5名个人上榜

4月20日，第24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入围个人(集体)公示。

记者梳理发现，5个榜单中，
山东共有5名个人、2个集体上榜。
分别是：常规类入围集体：潍柴青
年科技创新团队；抗疫类入围集
体：山东省疾控中心援助黄冈“齐
鲁青锋”机动队；常规类入围个人：
山东省七兵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谢清森；抗疫
类入围个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麻
醉科主治医师张孝田；抗疫追授个
人：李弦、李洪明、贾庆臣。

伊春尾矿库泄漏事故

调查启动

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应急
管理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启
动伊春鹿鸣矿业“3·28”尾矿库
泄漏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联
合调查工作。调查报告将向社会
公开。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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