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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假期日均发送
旅客6211 . 5万人次

内蒙古煤价持续上涨
接近三年来最高值

记者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10月1日至8日，全国铁路、公路、
水路、民航日均发送旅客6211 . 5
万人次；预计道路发送旅客3 . 79
亿人次，日均客运量4737万人次，
同比去年假期日均客运量下降
30 . 93%。

新华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价
格监测中心获悉，三季度以来，内
蒙古全区动力煤坑口结算价格持
续上涨，9月份动力煤价格攀升至
235元/吨左右，同比上涨9 . 36%，
接近三年来的最高值。业内人士
分析指出，在进口煤和市场调节
机制的影响下，价格上涨空间有
限。 新华

世贸组织将迎来
首位女性总干事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主席
戴维·沃克8日宣布，成员经过两
轮磋商后决定，新任总干事将在
两位女性候选人中产生。这意味
着世贸组织将迎来成立25年来首
位女性总干事。

沃克说，第二轮磋商后，尼日
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
韦阿拉和韩国候选人俞明希继续
参选总干事。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是
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5年，并曾担任
常务副行长。俞明希是韩国产业通
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在贸易
领域工作长达25年。 新华

出租车开门致骑行人伤残
伤者获赔300余万元

“一辆载客出租车临时停车，
在车内乘客下车时，有人驾驶电
动自行车撞上出租车车门，造成
骑行人一级伤残……”记者日前
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获悉，
因双方就赔偿数额协商未果，该
事件中的原告骑行人王女士将被
告汽车公司与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二被告
向王女士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
费用共计300余万元。 新华

我国气质明显变好
优良天数比例超八成

“十三五”以来，我国大气污
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收官之年，
蓝天保卫战成绩更加亮眼。今年1
至8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6 . 7%，
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PM2 . 5浓
度为3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 . 4%。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正在
成为常态。

新华

江苏破获比特币敲诈案
勒索病毒制作者落网

记者从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
了解到，当地警方在“净网2020”
专项行动中，成功侦破一起由公
安部督办的特大制作、使用勒索
病毒实施网络敲诈的案件，巨某
等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截至案
发，巨某作为多个比特币勒索病
毒的制作者，已成功作案百余起，
非法获取的比特币折合人民币
500余万元。

目前，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 新华

寒露至 秋意浓

10月8日在福州西湖公园里
拍摄的枯荷。

当日是寒露节气。随着寒露
的到来，秋天的凉意逐渐加深。

新华

3名登山者失联获救
提醒切勿违规登山

记者8日从西藏自治区体育
局获悉，近日，7名登山者在未向
登山管理部门报备、未获得登山
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攀登海拔7034
米的卓木拉日康峰；3人于途中失
联，后在当地警方、蓝天救援队和
西藏登山救援力量的努力下安全
返回。相关管理部门提醒：切勿违
规登山，确保生命安全。 新华

明晚不要错过
金牛座南最大流星雨

天文专家介绍，金牛座南流
星雨将于10月10日迎来极大，在
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我国感兴趣
的天文爱好者可于当晚面向东方
天空进行观测。

“今年金牛座南流星雨极大
期间，几乎整夜可以观测。”天津
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说。

新华

“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
已修复10座有壁画洞窟

这是10月8日拍摄的阿尔寨
石窟一座洞窟。

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是我国
迄今发现的草原地区规模最大的
石窟建筑群，共有65座石窟、22座
浮雕石塔等遗存，其中保存完好
的41座石窟中14座有壁画，目前
已修复10座有壁画洞窟。 新华

内蒙古发现青铜时代
晚期亚腰形墓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
于中国西部的阿拉善左旗发现一
座青铜时代晚期亚腰形墓葬。这
座亚腰形墓，在地表上用石块构
筑起亚腰形状的石围，并在石围
四角立有角石。在亚腰形石围的
中心位置，有长方形竖穴墓，大小
仅容一人。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
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属青铜时
代晚期。 新华

今年全球经济预计
萎缩4 . 4%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
欧洲经济和财政政策研究中心7
日发布一项调查报告，预计今年
全球经济萎缩4 . 4%，主要经济体
中将只有中国经济实现正增长。

这项调查于今年8月12日至
29日展开，调查对象为来自110个
国家和地区的950名经济学家。超
过三分之一的受访专家预计全球
经济要到2022年才能恢复至新冠
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报告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只有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实现
2 . 3%的正增长。 新华

财经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7日显著上涨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日显著
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上涨530 . 70点，收于
28303 . 46点，涨幅为1 . 91%；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58 . 50
点，收于 3 4 1 9 . 4 5点，涨幅为
1 . 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10 . 00点，收于11364 . 60点，涨
幅为1 . 88%。 新华

约旦王宫7日发表声明说，约
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当天任命贝
希尔·哈苏奈为新首相，并组建新
内阁。哈苏奈出生于1969年，曾任约
旦国王政策顾问、外交事务国务大
臣、法律事务国务大臣等。 新华

约旦国王任命新首相

香港疫情恶化
再次加强措施遏制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8日下午介绍，截至当日零
时，香港新增18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14例、输
入性病例4例。香港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5161例。特区政府
将再次加强措施遏制疫情，专家
呼吁市民提早进入戒备状态，尽
早切断病毒传播链。

新华

全球每16秒
就有一个胎儿死产

高速服务区成新景点

这是10月8日拍摄的沪宁高
速公路苏州段的阳澄湖服务区。
位于沪宁高速公路苏州段的阳澄
湖服务区于2019年5月完成升级
改造，通过大型水景等元素还原

“诗画江南”意境，成为当地的“新
景点”。 新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
司8日就死产问题发布首份联合
报告说，全球每年大约有200万胎
儿死产，相当于每16秒发生一起，
而新冠疫情或将导致全球死产情
况进一步恶化。

据统计，84%死产事件发生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新华

“双节”海南免税购物
日均揽金过亿元

消费者在海口日月广场免
税店选购商品，据统计，双节期
间，海南免税购物消费日均交易
过亿元。

新华

美总统辩论将线上举行
特朗普说不参加

负责主办总统候选人电视辩
论的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8日说，
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将以线上
形式举行。随后，特朗普在福克斯
新闻台早间节目中表示，他不能接
受且不会参加以线上形式进行的
辩论。特朗普说，他认为自己已不
具传染性，目前感觉很好，可以马
上投身到竞选活动中。 新华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发生6 . 3级地震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凯南图
地区8日发生6 . 3级地震，目前尚
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103 . 5公
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目前尚
未就此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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