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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夏粮总产量
比上年增长1%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
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
（2948亿斤），比上年增加143.4万吨
（28.7亿斤），增长1%。其中，小麦产
量13576万吨（2715亿斤），增长1%。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中
略增。2022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千公顷（39795万亩），比上年
增加92.1千公顷（138.2万亩），增长
0.3%，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新华

美前高官承认
曾在他国搞政变

美国鹰派政客、前总统特朗
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12日当众透露曾“对外策划
过多起政变”，引发舆论哗然。随
着该事件的迅速发酵，媒体纷纷
推测这位“战争贩子”在政治生涯
中究竟“祸害”过多少国家。中新

上半年18455亿元
留抵退税款到账

财政部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份以来留抵退税政策助企
纾困成效显现。4月1日—6月30日，
全国共为186 .5万户纳税人办理留
抵退税17222亿元，再加上一季度继
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
1233亿元，上半年共有18455亿元退
税款退付到纳税人账户，已达去年
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2.9倍。 新华

财经

记者从黑龙江五大连池市
东风村山洪灾害应急救援指挥
部获悉，7月14日，救援队新发现
2名遇难村民。截至目前，灾害已
累计造成3人死亡，仍有5人失
联。此前已有1名遇险人员脱困。
7月12日晚，黑龙江五大连池市
朝阳山镇短时间内遭强降雨，引
发山洪，导致人员遇难和失联。

新华

国内首例“混血”鲸豚兽
在天津满月

7月14日，记者从天津海昌
极地海洋公园获悉，在该园出
生、拥有瓶鼻海豚与伪虎鲸双
血统的国内首只鲸豚兽已满
月，目前已能独自完成游动、跃
出水面等动作。 中新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宁夏党
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戴向晖受贿一
案日前一审公开宣判，戴向晖受
贿逾3508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2年
6个月。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
至2019年，戴向晖利用先后担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职务
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
合人民币3508万余元。 新华

宁夏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
戴向晖被判刑12年半

日本政府基本敲定
今秋为安倍举行“国葬”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14
日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日
中枪不治身亡，日本政府基本敲
定，将于今年秋天为安倍举行“国
葬”。报道指出，安倍是日本宪政
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二战
以后，日本政府仅为前首相吉田
茂一人举行过“国葬”。 中新

黑龙江五大连池
山洪灾害已致3人死亡

上半年发行新增
专项债券3 . 41万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兼
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主任宋
其超14日表示，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
手。截至今年6月末，各地发行新
增专项债券3 . 41万亿元。今年用
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基本发行完毕。 新华

2025年新建厂房屋顶
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

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
前下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明确了我国城乡建设碳
减排目标和路径。2030年前，我国
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
和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城市整体
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市
病”问题初步解决。根据《方案》，
到2025年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
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
50%。并在既有公共建筑屋顶加
装太阳能光伏系统。 新华

俄乌就粮食出口
接近达成共识

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恢复乌
方粮食经海路出口的谈判13日取
得重大进展，准备下周签署协议。
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
代表1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
行会谈，讨论粮食出口事宜。土耳
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说，俄
乌两国将在港口对运粮船只开展

“联合检查”；土耳其将确保运粮
船只安全，并将与俄乌双方一道
设立一处协调中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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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消费者
明年采暖费恐增三倍

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
局局长克劳斯·米勒估计，随着俄
罗斯天然气进口量逐步减少，德
国消费者明年承担的月度采暖费
恐怕要增加三倍。在德国编辑网
14日发表的采访报道中，米勒说，
德国消费者现在收到的采暖账单
已经翻番，且反映的还是俄罗斯2
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前的状况，“从2023年起，消费
者必须做好（账单金额）至少增加
三倍的准备”。 新华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 . 7%

记者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512.2亿件，同比增长3.7%；业务收
入累计完成4982 .2亿元，同比增长
2 . 9%。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6543 . 1亿元，同比增长6 . 5%；
业务总量累计完成6808 .5亿元，同
比增长6 . 0%。6月份，全行业业务
收入完成1225 . 3亿元，同比增长
9 . 3%；业务总量完成1295 . 5亿元，
同比增长8.5%。 新华

上半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2 . 9%

国家能源局14日发布1至6月
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全社会用电
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 . 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 .3%；第
二产业用电量2741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 . 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 . 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112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9 . 6%。 新华

特大“跑分”洗钱团伙
7个月涉案流水近10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
左翼后旗公安局14日发布消息，
办案民警日前打掉一个特大“跑
分”洗钱团伙，抓获24名犯罪嫌疑
人，该团伙组建以来短短7个月内
洗钱资金流水近10亿元，其上线
主要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
罪团伙。 新华

公安机关严打窃听窃照
已侦破案件140余起

记者14日从公安部获悉，全
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生产、安装、控制网络摄
像头等窃听窃照器材及偷拍偷窥
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共侦破案件
140余起，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窝点4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80
余名，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及零
部件10万余件。 新华

我国东北地区40条河流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记者14日从中国水利部获
悉，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东北地
区4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据水利部门监测，6月下旬以来，
东北地区辽河、松花江等流域出
现4次强降雨过程，辽河流域累
积面雨量223毫米，列1961年以来
同期第1位，松花江流域累积面
雨量135毫米，列1961年以来同期
第2位。 中新

近日，泰国上议院通过一项
法案，性犯罪者可以自主选择接
受“化学阉割”以获得减刑。根据
法案，被认为有再次犯罪风险的
性犯罪者可以选择通过药物控制
睾酮水平来抑制性冲动，这一申
请须经两名专业医生批准，接受
注射的罪犯可获得相应减刑。被

“化学阉割”的罪犯出狱后将接受
为期10年的监控，并佩戴电子镣
铐。 中新

泰国性犯罪者或可
接受化学阉割获得减刑

上海60个高中风险区域
今起解除管控

据“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根据国
家第九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
要求，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自7
月15日零时起，将60个高中风险
区域解除管控。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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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已有论文1 . 64万篇

记者从7月14日举行的第三届
“预印本与新型学术交流”专题研
讨会上获悉，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
预发布平台（ChinaXiv）自上线以
来得到学界和科研人员的大力支
持，平台现有论文1 . 64万篇，有力
支撑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预印本
学术交流。未来，ChinaXiv将持续
优化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新型开放学术交流平台。 新华

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上海一酒吧拟被吊销执照

上海杨浦区人民政府14日
发布通报称，上海德皓酒吧有限
公司自7月1日至7月3日期间，未
履行员工每日核酸检测，未督促
进店顾客扫场所码和测量体温，
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导致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造成严重后
果。根据规定，拟吊销该企业《营
业执照》并处罚款。 中新

泄露美国网络战“暗器”
前中情局程序员获罪

美国纽约市一个联邦陪审
团13日裁定，中央情报局前软件
工程师乔舒亚·舒尔特向维基揭
秘网站泄露该机构“最有价值”
的黑客工具，犯有盗取及输送国
防信息罪。陪审团裁定，舒尔特
所受8项间谍罪相关指控和1项
妨碍公务罪指控成立。每项间谍
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这意
味着现年33岁的舒尔特可能面临
数十年牢狱生活。 新华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
打死6名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军方13日说，巴安
全部队在该国西北部北瓦济里
斯坦地区开展反恐行动，打死6名
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获得恐怖分
子在北瓦济里斯坦德达海勒地
区藏身地的相关信息后，安全部
队开展行动。6名恐怖分子在交火
中被打死。安全部队在行动中缴
获大量武器弹药。 新华

白俄罗斯央行决定
将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

白俄罗斯中央银行13日在官
网发布消息说，自7月15日起将人
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白俄罗斯
央行说，人民币在其货币篮子中
的权重将为10%，俄罗斯卢布权
重为50%，美元和欧元权重分别
为30%和10%。 新华

一把椅子深夜从天而降
男子涉嫌高空抛物罪被拘

“我们这儿有个人，大晚上
扔椅子！”前不久，北京通州公安
分局胡各庄派出所接到一社区
保安报警，称巡逻时发现有人高
空抛物。13日，通州公安分局发布
消息，扔椅子的人因涉嫌高空抛
物罪被刑拘。经审讯，48岁的陶
某说，是他把椅子扔下去的。他
说，自己当时因为如何处理家里
的废旧家具和母亲吵架，一时冲
动，直接把一把已经破损的椅子
从客厅窗户扔了下去。 中新

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博览会
将探索“元宇宙”

7月14日，“2022互联网技术
与应用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
召开，宣布该博览会将于2022年
11月16日—11月18日在深圳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中国互联网协会
副秘书长裴玮介绍，在探索“元
宇宙”方面，围绕新一代互联网
技术及应用，博览会综合展区、
主题展区、创新展区以及虚实共
生相关展区将集中展示最前沿、
最领先的数字技术。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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