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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放假通知来了
能连着休5天

今年“五一”连休5天！劳动
节、端午节、国庆节和中秋节放
假调休安排如下。

劳动节：5月1日至5日放假调
休，共5天。4月26日(星期日)、5月
9日(星期六)上班。

端午节：6月25日至27日放假调
休，共3天。6月28日(星期日)上班。

国庆节、中秋节：10月1日至8日
放假调休，共8天。9月27日(星期日)、
10月10日(星期六)上班。 新华

新冠病毒核酸快检系统
45分钟出结果

记者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
获悉，该所汪大明研究员领衔的
团队近日开发出一套新冠病毒
核酸快速检测系统。这一系统可
常温储存和运输，45分钟左右出
定性结果。该仪器体积较小，便
于携带，可对新冠病毒核酸进行
现场即时检测。 新华

郴州北湖区团委原书记
涉强制猥亵罪被刑拘

4月8日晚，据湖南省郴州市
公安局北湖分局通报，共青团湖
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委原书记楚挺
征涉嫌强制猥亵罪，目前已被刑
事拘留。日前，一名青年女企业家
举报称，在一次饭局后，她被时任
北湖区团委书记的楚挺征猥亵。

中新

北京一级响应机制
目前不作调整

9日，北京市召开第76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示，
必须采取从严从实的防控措施。
现在北京在全市疫情防控整体
向好的情况下，仍保持了一级响
应机制没有调整，同时也将继续
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北京头条

男子拉拽公交方向盘
获刑3年缓4年

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一辆
公交车上，男子王某某未及时下
车，遂踢打、拉拽下客车门，还谩
骂司机、拉拽方向盘……日前，绍
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
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某犯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中新

同片不同价、多头收费
爱奇艺、优酷等被约谈

8日，浙江省消协根据前期对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
搜狐视频、腾讯体育、PP视频、乐
视视频和哔哩哔哩九大视频平台
及喜马拉雅和蜻蜓FM两大音频
平台的会员消费体验结果，对存
在问题的视、音频网站约谈。存在
的问题包括：部分视、音频网站对
安卓、iOS消费者同片不同价，增
设收费项目等。 中国消费者报

薅羊毛骗退款4万元
男子因诈骗获刑14个月

如今，很多电商平台让利促
销，催生一批瞄准交易漏洞，以
低成本或零成本获取利益的“羊
毛党”。9日记者获悉，浙江金华婺
城的陈某，就因为羊毛“薅”得太
狠，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
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

2018年8月11日至2019年5月
21日，陈某在某网上超市购买商
品后，通过多买少退或邮寄空包
裹、利用虚假单号的恶意退货退
款方式骗取商家退款，共计418
次，骗取退款42588 . 08元。中新

英国货车案涉事司机
承认39项过失杀人罪

当地时间8日，英国埃塞克
斯郡集装箱货车案的涉事司机
罗宾逊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
就39项过失杀人罪指控认罪。
2019年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一
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
车里发现39具遗体。39名遇难者
均为越南人。 中新

多国联军宣布
在也门单方面停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日
发表声明，欢迎沙特阿拉伯主导
的多国联军当天宣布将在也门实
行单方面停火。多国联军8日宣
布，将从当地时间4月9日开始在
也门实行为期两周的停火，以响
应联合国发出的停火应对新冠疫
情的呼吁。 新华

芝加哥监狱群聚感染
401人确诊新冠肺炎

美国芝加哥库克县监狱出现
全美最大规模群聚感染，至少401
名囚犯和工作人员确诊。3月23日
监狱出现最早2例病例。该监狱共
有约4500名囚犯。 中新

四川省及凉山州
因山火频发被约谈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办公室日前就近期四川省森
林火灾多发问题，约谈四川省、
凉山州人民政府负责人。

3月份，四川发生森林草原
火灾42起，同比增加26起，增幅
163%。特别是凉山州西昌市经久
乡森林火灾，造成19名地方扑火
人员牺牲。 新华

女初中生被拍裸照
检方对男网友提起公诉

去年，福州市仓山区发生一
起通过网络交友，谎称免费为
COSPLAY玩家拍照，实则诱骗
未成年少女至酒店实施强奸的
案件。近日，仓山区人民检察院
对该案提起公诉。

去年7月，福州男子石某与刚
满14周岁的初中女生安安通过某
动漫购票网站相识。石某以免费
为其拍COSPLAY照片为由，将安
安诱骗至某酒店强行猥亵，并拍
下裸照长期要挟。 海峡都市报

绥芬河市再按“暂停键”
方舱医院11日启用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4月6日
开建方舱医院，可提供600余张
床位，预计11日启用。

该市已从4月8日早上6时起
在全市小区卡口实行24小时值
守，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查
验身份证”的措施，严守小区大
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于4月8日
18时全面停诊。

8日0-24时，黑龙江省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0例，均为经
由绥芬河口岸从俄罗斯输入。

新华

5G消息能语音能群聊
一大批App要被取代？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8日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
书》，5G消息内容不仅将突破文
字局限和长度限制，还能实现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的有
效融合。在5G消息操作环境中，
用户不需下载大量手机客户端，
通过原生消息入口就能进行各类
操作。华为、小米、中兴、三星等企
业均表示将积极推动5G消息落
地，其中小米手机后续将在所有
5G机型支持5G消息。 新华

视频会议软件Zoom
因安全问题受抨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少
企业员工不得不远程办公，一款名
叫Zoom的视频会议软件在疫情期
间用户数飞涨。然而，近日该软件
因安全问题受到抨击，包括谷歌在
内的多家公司已禁止员工使用该
软件。谷歌于上周禁止员工在工作
设备上使用视频会议软件Zoom，
称其具有“安全漏洞”。 澎湃

纽约警局超2100人
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在一份声
明中称，8日，有7130名警员请病
假，人数占警员总数的逾19%。目
前，纽约警局已有超2100名警员
和370名文职雇员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 中新

A股全线收涨
新风口5G消息蹿红

9日沪深两市双双高开，沪指
维持在2800点上方宽幅震荡，创
业板指涨超1%逼近2000点。电
信运营、医药板块强势领涨，

“5G消息”站上风口。 新华

财经

4月至11月扫黄打非
清除网上网下文化垃圾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针对
网上网下涉黄涉非突出问题，特
别是传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有害信息现象，要求各地各部门
于4月至11月大力组织开展“扫黄
打非·新风”集中行动，清除网上
网下文化垃圾。 中新

教育部：暂停2020年
陆生赴台就读试点

教育部港澳台办负责人表
示，综合考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及两岸关系形势，决定暂停
2020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
业生赴台升读工作；对已在岛内
高校就读并愿继续在台升读的
陆生，可依自愿原则在岛内继续
升读。大陆高校今年对台招生政
策不变。 中新

柏林大型博物馆
洪堡论坛遭火灾

当地时间本周三，柏林市中
心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博物馆“洪
堡论坛”遭受了火灾重创，所幸
没影响到建筑本身。洪堡论坛位
于柏林城市宫旧址，原计划今年
开馆。政府拨款6亿欧元建设，是
德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国家
性工程之一，被称为“一张国家
的名片”。 澎湃

当地时间周四(9日)清晨，美
军驻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遭到火箭弹袭击，随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宣称对袭击负责。
美国军方称，“向基地发射的5枚
导弹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中新

美驻阿富汗空军基地
遭火箭弹袭击

4月至7月，全国扫黑办要会
同中央政法部门，部署开展“涉
黑涉恶在办案件百日攻坚战”，
力争消化70%左右案件存量。努
力在9月底拿出“线索清仓”“逃
犯清零”“案件清结”“伞网清除”

“黑财清底”“行业清源”六张“业
绩清单”。 中新

4月至7月力争消化
涉黑涉恶案七成存量

马克龙视察引围观
有人高喊“隔1米”

当地时间4月7日，法国总统
马克龙视察法国疫情最严重的
塞纳-圣德尼省多家医疗机构。
他在街上引来许多群众围观，现
场人群密集，有人高声提醒“保
持1米距离”。 中新

余额宝收益率
首次跌破2%

1 . 978%、1 . 967%、1 . 953%，6
日以来，天弘余额宝基金7日年化
收益率已连续3天低于2%。虽然
余额宝收益率早已一路走低，但
跌破2%尚属2013年余额宝成立
以来首次。业内人士认为，余额宝
一类理财产品收益率或将继续小
幅走低，但仍较适合低风险偏好
的投资者。 新华

山西买车有奖励
轿车、SUV每辆6000元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4月8日
发布《关于实施汽车消费专项奖
励的通知》。消费者新购买由山
西整车企业生产的、并在省内注
册的整车产品，给予一次性奖
励。轿车、SUV及MPV等乘用车
型，每辆奖励6000元。 中新

社会

护送首趟武汉返渝列车后
一民警倒在战疫一线

4月8日18时26分，在护送辖
区内首趟武汉返渝列车安全通行
后，重庆铁路公安处长寿北车站
派出所民警崔建军突发大面积心
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
仅56岁。 新华

太原重工一车间爆炸
致1死6伤

9日下午2点左右，太原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一车间发生爆炸。
消防人员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救
援，现场未见明火和浓烟，车间周
围窗户上的玻璃大多被震碎。经
过紧急救援，发现1人遇难，其余6
名伤员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
因仍在调查。 央视

5公里18分36秒
韩寒“跑进”热搜

18分36秒跑完5公里，平均配
速3分43秒！当38岁的韩寒在社交
网络上贴出自己跑步训练的照片
后，网友一阵惊呼：这简直是业余
大神的水平啊。据称，这个成绩放
到《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里，5公里耗时比“三级运动员”的
17分40秒慢了不到1分钟。 中新

古墓挖掘现场成打卡地
多名网红主播现场直播

4月8日，河北邢台广宗县发现
4座古墓，考古人员抢救性挖掘。多
名网红主播聚集现场直播，有的
已直播三四天。摆摊卖小吃的商
贩称最多一天能卖600元。 中新

华为折叠屏手机
16999元一台还亏本

4月9日，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余承东接受记者采访时透
露，华为折叠屏手机是亏损的，至
今已亏损了6000万-7000万美
金。“别看16999元一台，但实际上
是亏本的，将来良率提升，规模起
来才能扭亏为盈。” 澎湃

女老板感染仍开店
获刑10个月

日前，广东高院公布了疫情
期间广东首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案。40岁的比萨店女老板吴某感
染了新冠肺炎，从湖北返粤后，因
不遵守隔离管控规定，仍开店，造
成定点医学隔离10人、集中场所
隔离87人、居家隔离76人、医学健
康告知401人的后果，不仅给当地
造成严重影响，还引发居民恐慌，
被判刑10个月。 南方日报

殡仪馆强卖骨灰盒
负责人受处分

4月9日，浙江温州市民政局
就媒体“殡仪馆强卖骨灰盒”的报
道进行通报，称强卖骨灰盒问题
基本属实，对市殡仪馆主任陈某
某党纪处分，对副主任夏某某免
职。 中新

2020农残排行榜出炉
草莓连续5年被评“最脏”

近日，美国非营利环保机构环
境工作组织(EWG)，公布2020年度
新一期《农产品农药残留购物指
南》，草莓再次成为最有可能被农药
残留污染的新鲜农产品，已连续5年
进榜首，其次为菠菜，和羽衣甘蓝。

2020年高农残排行榜
1草莓、2菠菜、3羽衣甘蓝、4油

桃、5苹果、6葡萄、7桃子、8樱桃、9梨、
10番茄、11芹菜、12土豆。 生命时报

生活

永久性视力损伤
或有望恢复

利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
我国科学家在治疗神经性疾病的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首
次在小鼠模型上，成功恢复永久
性视力损伤小鼠的视力，同时还
基本消除了帕金森模型小鼠的疾
病症状。不过，要将研究成果真正
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新华

上海首次试点新技术
飞絮将明显减少

4月9日，记者获悉，为了降低
飞絮果毛对市民的影响，今年，
上海绿化市容部门首次试点了
物理冲刷技术，尝试用高射程喷
雾机的风力与水雾，把已成熟的
果毛提前吹落。自4月7日起，采取

“吹、冲、扫”新型物理冲刷法，对
悬铃木果毛进行防控。 澎湃

美军医疗船接连染疫
“仁慈”号船员确诊

4月8日CNN报道，停靠在美
国洛杉矶的海军医疗船“仁慈”
号上一名船员感染新冠肺炎，该
船员将被转移至陆地隔离设施。
此前停泊在纽约市的“安慰”号
上也有一船员确诊。 中新

两度违反居家令
新西兰卫生部长被降职

4月7日，因两度违反居家令
外出，新西兰卫生部长克拉克被
降职。总理阿德恩免去其兼任的
财政部副部长职位并将其内阁排
名降至最后。4月2日克拉克被拍
到外出健身。 澎湃

新冠病毒感染者
两成心脏受损

《科学美国人》4月6日刊文
称，医生正努力解开一个新的医
学谜团：除肺部受损外，许多新
冠患者还出现心脏问题——— 死
于心脏骤停。越来越多心脏专家
相信，新冠病毒能够感染心肌。
研究发现，每5个病人中就有一
个心脏受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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