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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
来访接待场所继续关闭

河南5名中学生溺亡
遗体从采砂坑捞出

记者17日从国家信访局获
悉，鉴于当前防范疫情反弹任务
仍然艰巨繁重，中央和国家机关
来访接待场所将继续关闭，恢复
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确定，
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告。 新华

5月17日凌晨5时许，5具中学
生遗体被从信阳市潢川县来龙乡
小潢河河底一个巨大的坑内找
到，这个大坑很可能是当初采砂
留下的，小潢河河道还有多处这
样的采砂坑。这不是小潢河第一
次出现多人溺亡事故，去年，小潢
河也曾出现1个成人带4个孩子溺
亡的惨剧。 中新

已奋战500天
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唤醒

据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微博消
息，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
号”月球车分别于5月17日3时25
分和16日11时53分，结束了寒冷
且漫长的月夜休眠，受光照自主
唤醒，迎来了第18月昼工作期。5
月17日也是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
面的第500个地球日。 中新

钟南山：中国仍面临
第二波疫情挑战

“中国仍面临新冠肺炎第二波
疫情挑战。”钟南山院士日前在接
受外媒视频连线采访时警告称。他
还表示，所有的政府都应真实地披
露疫情数据。近几周中国包括武汉
和东北在内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局
部聚集性疫情，钟南山说：“我认为
目前阶段，中国的抗疫形势并不比
国外一些地方更乐观。大部分中国
人仍是新冠病毒易感人群，因为没
获得足够的免疫。” 第一财经

是否还要全天戴口罩？
达到这个条件就不用

5月17日，对于低风险地区是
否还要全天戴口罩的问题，中国
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录召表示，可
遵照一个原则，就是通风条件良
好并且能够保持比较安全的社交
距离，可以不佩戴口罩。一是在户
外，比如公园、人比较少的街道、
操场，二是近期没有新发病例报
告的低风险地区。 新华

学者发现两种
阻新冠病毒抗体

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团队发
现：从一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中
分离出的两种单克隆抗体B38和
H4抗体，可以阻止病毒S蛋白受
体结合区域RBD与人体细胞受
体ACE2之间的结合。随后在小
鼠模型中的治疗研究证实，这两
种抗体可降低小鼠感染后肺部的
病毒载量。 中新

苹果可能真的
要做VR眼镜了

5月15日，苹果公司向外界证
实，已收购VR(虚拟现实)直播服
务公司NextVR。收购NextVR
后，其完整开发一套苹果眼镜所
需的移动芯片、软件内容生态、空
间追踪等条件都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据预测，苹果最早将于2022
年推出基于AR技术的产品———
苹果眼镜。 澎湃

美国拟恢复资助世卫
金额或仅原先10%

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
资金一事或现转机。近日，美国
特朗普政府放出信号称，准备恢
复对世卫组织的部分资助，但金
额恐将减少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大约是4000万美元。 新华

科比空难尸检报告出炉
驾驶员未饮酒或服药

前洛杉矶湖人队巨星科比空
难的尸检报告近日出炉，报告称，
当时直升机驾驶员祖巴扬并未被
检出饮酒或服药，机上罹难9人的
死因均被登记为意外。 新华

调查蓬佩奥？
美国务院督察长遭解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晚解除
国务院督察长史蒂夫·利尼克的职
务，招致民主党方面批评，指认这
名共和党籍总统旨在“报复”利尼
克调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新华

洛杉矶火灾已致11伤
起火店铺售大麻油

18日起吉林丰满区
商贸企业暂停营业

5月18日零时起，吉林市对丰
满区内商贸流通企业(单位)暂停
营业。全区各百货商场和商业综
合体(不含超市部分)、家电商场、
家居商场、专业市场等企业(单
位)暂停营业。全区超市(含商场、
综合体内超市)正常营业，以确保
市场供应。 中新

8支支援队伍
到达吉林市

17日，吉林市卫健委主任刘
奇志表示，目前8支队伍共计500
余人到达吉林市支援，3432名党
员干部及志愿者轮流换班下沉到
95个社区、150个卡口，投入到24
小时疫情防控值班值守中。全市
近3天完成核酸检测样本采集送
检40101人份。 中新

当地时间16日晚，洛杉矶市
中心发生爆炸，导致多处建筑物
起火，目前已致现场11名消防员
受伤。发生爆炸的低层建筑是一
个大麻油(丁烷蜂蜜油)制造工
厂。 央视

17日，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人
员将武汉王先生家中历经风雨的

“网红窗帘”取下，将被作为抗击
新冠肺炎特展物件永久收藏。疫
情期间，这条飘出窗外的窗帘被
拍成“连续剧”，被千万网友围观。
王先生说，有些不舍，但非常荣
幸，这是它最好的结局。北京晚报

武汉网红窗帘
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意大利政府16日宣布，将从6
月初开始向欧洲游客重新开放边
界，同时取消14天的强制隔离期。
6月3日开始，申根区国家游客可
入境意大利，且无需自我隔离，意
大利人也可前往其他申根区国
家，但能否入境取决于当地规定。

新华

意大利下月初
允许欧洲游客入境

社会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
一核电站厂区内的约580栋建筑
中，有8栋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事故中外墙或部分设备受损，但
之后一直未作处理，目前日渐老
化，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央视

福岛第一核电站
8栋建筑成危楼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日前
表决通过《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
地吐痰的规定》，在图书馆、超市、
公园、电梯轿厢等公共场所随地
吐痰，且拒不清除痰渍的，将处以
一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罚款。新华

山西立法
禁止随地吐痰

全球畅销60多年
《花花公子》宣布停刊

创刊于1953年的美国杂志
《花花公子》正式宣布停止发行纸
质杂志，其CEO在公开信中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已扩
展到杂志供应链等部分，决定从
2020年春季刊后停止印刷出版
物，将重点放在数字媒体领域的
更新上。” 中新

深圳历年离婚总量一般不会
超过同期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到今年4月，深圳离婚总量达到
结婚总量的84%。深圳民政局婚
姻网上预约系统截至6月16日的
离婚名额都已被预约满，想预约
离婚，需排到下月16日后了。中新

报复性离婚来了？
深圳离婚预约一号难求

《鲁冰花》作者钟肇政于5月
16日19时去世，享年96岁。这位被
称为“台湾文学之母”的老人永远
地离开了，留下了多部脍炙人口
的作品。 中新

泪光闪闪鲁冰花
作者钟肇政去世

法治

吉林市5名干部被免职
包括舒兰市公安局政委

16日，吉林市免去5名干部职
务：免去刘世君同志吉林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常委职务。
免去岳晓燕同志舒兰市卫生健康
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免去耿建
军同志舒兰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职务。免去刘韩印同志舒兰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职务。免去
徐子彪同志吉林市丰满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职务。 新华

运送23人非法入境
大巴乘务长获刑

5月16日，记者从广西崇左边
境管理支队了解到，被告人潘某
灿因犯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
罪，被龙州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八千元。

1月4日，一辆桂A牌照的长
途大巴车由福建发车，途中分三
次在不同地点搭载23名非法入境
外国人前往南宁，中国籍乘务员
潘某灿被立案调查。 央视

浙江立法：骑电动车
须佩戴安全头盔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浙
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应佩戴安
全头盔，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实
施。条例还规定，电动自行车搭载
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在后
座使用儿童座椅。 新华

炒完口罩炒头盔！
月初58、昨天88、今天108

近期公安部通知，全国将开
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多
地表示，6月1日起，骑摩托车/电
动车不戴安全头盔，开车不使用
安全带将会被严查。早在5月15
日，一位口罩商人便在朋友圈表
示，“这个东西马上会刷爆每个人
的朋友圈”，配图是一个电动车头
盔。对此，有网友表示，“月初58，
昨天88，今天108，我倒要看看商
家是不是想上天。” 中新

武汉一男童10楼坠落

坠入绿化带奇迹生还
武汉一名男童从30米高的10

楼翻窗坠下，幸得树枝拦截又跌落
在绿化带上，得到缓冲保住性命。
负责救治该男童的湖北省妇幼保
健院医生17日介绍，目前孩子已脱
离生命危险，顺利出院。 新华

中信国安涉嫌违规
遭证监会立案调查

中信国安5月17日晚间公告，
公司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证券时报

财经

我国3月份以来
出口509亿只口罩

海关总署17日发布数据显
示，3月1日至5月16日，全国共验
放出口防疫物资价值1344亿元，
其中包括509亿只口罩。3月以来
我国还出口了2 . 16亿件防护服、
8103万副护目镜等。 新华

陕西子洲发生山体崩塌

10孔窑洞被埋致2人死亡
17日5时许，陕西榆林子洲县

砖庙镇曹家沟村发生一起山体崩
塌事件，事故造成2人被埋压，共
计10孔窑洞全部被掩埋，事故发
生后，两人已无生命体征。目前，
救援还在进行中。 央视新闻

800元到3000元不等
多地向湖北籍毕业生发补贴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
举措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对湖北
高校及湖北籍2020届毕业生给予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目前，广东、
河北、安徽、北京、江西、浙江、山
东、辽宁、山西、重庆等地已开始为
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
补贴，每人金额从800元到2000元
不等。 经济日报

26岁女生开房产中介
2年骗了1400多万

近期，杭州临安公安破获一起
集资诈骗案件，涉及被害人40余
名，涉案金额1400多万元。卢某出
生于1994年，高中毕业的她在临安
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自2017年
以来，她以为客户垫资和银行验资
为由，开始了高息借钱。为支付高
额利息，两年内向朋友、同学借款
1400万余元，其中300万元做了美
容。被抓时，卡里仅剩4万元。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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