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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党员总数9191 .4万名
基层党组织468 . 1万个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
党党员总数为9191 .4万名，比上年
净增132 . 0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7.1万个。

其中，女党员2559 . 9万名，
占27 . 9%，比上年提高0 . 7个百分
点；少数民族党员680 . 3万名，占
7 . 4%。党员队伍文化程度继续提
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超过半
数，达4661 . 5万名。 新华

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升至50 .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 . 9%，比
上月上升0 .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
运行在50%的荣枯线以上。 新华

非现场交通违法
全国可异地任意处理了

法治

济青烟重点城区5G覆盖
山东开通5G基站22997个

6月30日，记者获悉，全省16
个市均已展开5G网络建设，济
南、青岛、烟台基本实现重点城
区连续覆盖，全省累计开通5G基
站22997个。

数据显示，新开通数量列前
五位的市分别为：青岛、济南、潍
坊、烟台、临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民星

财经

来自公安部交管局的消息，6
月30日起，非现场交通违法异地
处理在全国范围实施。这意味着，
被监控抓拍到的交通违法的处理
不再受地域限制，可以选择在全
国任一地点接受处罚。

但处罚标准要按照违法行为
发生地的标准进行处罚。比如，普
通违法停车的处罚，在济南是罚
款100元不记分，在广东广州就要
罚款500元不记分。假设，济南驾
驶人小李在广州违法停车被抓
拍，虽然可以在济南处理，但处罚
标准必须是按照广州的罚款500
元不记分来实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今年全国高考
报名1071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6月30日上午到北京
市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她指出，今
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安排监考
及考务人员94 .5万人。这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
一次有组织集体性活动，是对疫情
常态化防控的重大考验。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确保广大考生和考务
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
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新华

京沪高铁9年累计开行
列车超百万列

6月30日，京沪高速铁路实现
安全运营9周年。自2011年6月30
日开通运营以来，京沪高铁累计
开行列车达110 . 8万列。

京沪高铁于2008年4月18日
开工建设，2011年6月30日开通运
营，是当时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
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新华

中盐集团原董事长茆庆国
受贿7200余万案开庭

据安徽纪检监察网消息，6月
30日上午，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公开开庭审
理了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
委书记、董事长茆庆国涉嫌受贿
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7年至
2019年，被告人茆庆国利用担任
江苏省盐业公司经理、江苏省盐
务局局长、中国盐业总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直接
或者通过家人及特定关系人，非
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03 . 5166
万元、美元1万元、欧元1万元。

茆庆国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并
悔罪。 中新

腾讯起诉“老干妈”
请求查封1624万财产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消息，法
院认为，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后文简称“腾讯”)
申请查封、冻结被告贵阳老干妈
名下财产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有
关规定，裁定查封、冻结被告贵阳
老干妈名下价值16240600元的银
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
他财产。 中新

拖欠信用卡年费
会影响个人征信

6月29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
益保护局发布关于合理使用信用
卡的消费提示称，信用卡如有欠
款或拖欠年费情况，会产生息费
成本，也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银保监会提示，信用卡分期
还款和最低还款方式可以暂时缓
解压力，但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和利息，消费者应当合理选择信
用卡分期还款或最低还款方式，
避免信用卡逾期。 新华

德国天文学家
发现两个“超级地球”

在火星上建立人类文明
至少需要多少人？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
站6月28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声
称，人类需要向火星派出至少110
人，才能在那里建立一个能自我
维持的文明。

这篇由法国波尔多国立理工
学院的让－马克·萨洛蒂撰写、发
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的论文中
写道：“为了在火星上生存，针对
定居者的组织和工程问题设定了
一些假设。对定居者的最低人数
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是110人。”

萨洛蒂设想这些人生活在一
个充满氧气的穹顶结构中，利用
温室种植植物，这些温室是用带
有可提供“充分光亮”的反射器的
玻璃建造的。 中新

亚洲最大多用途滚装船
“渤海恒通”下水，烟台造！

6月30日上午10时38分，由中
集来福士为渤海恒通轮渡有限公
司建造的多用途滚装船“渤海恒
通”轮顺利下水。

“渤海恒通”轮总长189 . 9米，
型宽26 . 4米，上甲板高度15 . 4米，
拥有3米宽度的车道约2700米，3层
车辆舱，设计吃水6米，续航力最大
约5000海里，服务航速可达到17
节，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多用途滚装
船，为“烟台制造”。 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范华栋 通讯员

褚世超 摄影报道

“齐鲁号”欧亚班列
枣庄-莫斯科首班开行

6月30日下午，由山东高速集
团统筹运营的“齐鲁号”欧亚班列

（枣庄—莫斯科）首班顺利开行。本
趟班列共有50个集装箱，总货值约
1000万元人民币，由枣庄西站始
发，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将于15天
后到达俄罗斯莫斯科。

2020年“齐鲁号”欧亚班列已
累计开行737列，同比增加41 .2%，
为确保山东省物流通道畅通，促进
沿线各国经贸往来，维护全球供应
链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微 见习记者 王致远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6月28
日报道，一个由德国天文学家组成
的科研小组在红矮星“格利泽887”
恒星附近发现了两颗“超级地球”，
而且它们离地球只有短短的11光
年。在红矮星“格利泽887”恒星附
近发现的两颗外行星可能拥有适
合太阳系之外生命的有利条件。

哥廷根大学25日证实，“格利
泽887”的有利条件意味着“新发
现的行星可能保留它们的大气
层，或拥有比地球更厚的大气层，
并可能拥有生命”。 中新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超千万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6月29日10时（北
京时间6月29日16时），全球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达10021401例，累
计死亡病例达499913例。

死亡病例占全球近一半的北
美洲和南美洲，整体疫情仍在困
难时期。美国目前确诊病例约250
万，死亡病例超12万。 新华

6月30日，游客在山西吉县黄
河壶口瀑布景区游览拍照。

受近期上游降雨增多影响，黄
河干流进入汛期，壶口瀑布主副瀑
布连成一线，再现壮美瀑布群。新华

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汛期

山东

日本总务省6月30日公布的
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经季节调
整后，日本5月完全失业率比上月
增加0 . 3个百分点至2 . 9%，连续3
个月上升。

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日本破产企业增加，各行业
停聘非正式员工的趋势加剧

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的日本
企业大多采取让员工“休业”、发
放休业补贴的方式来规避裁员。

新华

日本失业率
连续3个月上升

环球

阶段性减免征信服务
收费措施延长至年底

记者30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
了解到，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企
业共渡难关，将有关征信服务收
费减免政策延长至年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通知，继续免收企业应收账款质
押登记、变更登记、异议登记费；
免收农村商业银行等10类金融机
构征信查询服务费，包括查询企
业信用报告和个人信用报告服务
费。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
8 . 9亿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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