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新闻 A6

2020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四
编辑：林昀 版面：
杨娟 校对：纪冬

省版中缝
热点

本地

天津新增 1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第 3 例无症状感染者同楼门住户

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公布
江苏 5 地入选

18 日中午，天津本土第 3 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同楼
门住户、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康某某咽拭子样本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转至市定点医院进一步诊
断，下午 3 时市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其为天津本土第 5
例无症状感染者（总第 102 例）。
康某某，女，33 岁，居住于天津东疆港区瞰海轩小
区，系本土第 3 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某的同楼门住
户。10 日，在发现王某某核酸检测阳性后，疾控部门
随即对包括康某某在内的相关密切接触者展开排查，
并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当日，康某某首次核酸检测为
阴性。17 日疾控部门对隔离中的康某某再次进行采
样，18 日经初检及市疾控中心复核，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阳性。转至市定点医院后进一步诊断，经市专家组
综合分析确定其为无症状感染者。
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1 月 9 日上午，本土第 3
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某与康某某及康某某的弟弟、弟
妹先后进入同一电梯。11 月 10 日、17 日，康某某弟
弟、弟妹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仍在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目前，王某某和康某某所居住的小区已
被封控。康某某工作单位所有人员已全部实施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并开展核酸检测及血清学抗体检测。康
某某工作单位所在院落已封控。
央视新闻

11 月 18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在其官网发布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公示公告，公告显示，江苏省淮安
市金湖县、无锡市宜兴市、苏州市吴中区、常州市溧阳市、盐
城市大丰区位列公示名单。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2020 世界物博会创新成果发布
18 日，2020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创新成果发布会暨中国
企业战略投资峰会在无锡举行。一批物联网新技术、新产
品、新应用成果发布，
为本届物博会画下圆满句号。
作为收官活动，本次峰会聚焦后疫情时代物联网可持
续发展，挖掘基于物联网衍生出的资本、技术、产品、应用等
周边生态发展潜力。发布会上，5G 融合物联网创新应用成
热点。华为车联网路边通信单元设备 RSU6201、海康威视
AI 多摄系列摄像机、LoMir 智能物流平台、工业互联网技
术融合测试平台、基于 5G+MEC 边缘计算的捷普电子智造
工厂、5G+智慧水务物联监管平台、5G 公交车联网融合网
关等 10 个项目获得年度物联网创新成果金奖。
2020 物博会历时 104 天，30 余位国内外院士、4000 余
位企业高管参会，1053 家国内外企业、128 家物联网重点企
业参展。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薇

吉林延边一对夫妻
确诊治愈出院后复阳
据延边发布，11 月 16 日，延边州一男子因肠梗阻
拟入院治疗，入院前该男子及其妻子（医院陪护）核酸
检测均为阳性。
该夫妻二人于 9 月 25 日从日本入境上海，诊断为
确诊病例。在上海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10 月 29 日治愈出院，在上海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1 月 9 日夫妻二人核酸检测均为阴性。11 月 12 日集
中隔离期满，从上海乘坐 MU5651 航班，抵达延吉机
场，随即进入居家隔离管控。经专家会诊，夫妻二人
为新冠肺炎复阳病例。夫妻二人正在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已追踪到位的接触者均落实集中隔离管控
措施，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人民日报

茅台原副总经理被移送检察机关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贵州省纪委省监
委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家齐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家齐违
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
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经省
纪委常委会会议、省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决定由中共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对张
家齐违纪问题作出党纪处分，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违法问题作出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人民日报

山东女子不孕遭虐待致死案
禹城法院通报：将严格公正重审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一名 23 岁女子方某洋因
不孕遭婆家虐待致死，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鉴于
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自愿预交
赔偿金 5 万元，决定从轻处罚。其家属向德州中院上
诉后，德州中院裁定发回禹城法院重新审判。据了解，
11 月 19 日此案将开庭重审。
自 2018 年 7 月，1997 年出生在德州平原县方庄村
女孩方某洋因不能怀孕，被丈夫、公婆虐待，2019 年 1
月 31 日方某洋被虐待致死。方某洋多次受到丈夫、公
婆的殴打，包括用棍子打其头部、肩膀和腿部；拽其肩
膀致其头部、膝盖和手磕到地面；用木棍打方某洋的后
背、腿部、臀部并让其罚站等。17 日晚间，山东禹城市
人民法院官方微信通报关于被告人张吉林、刘兰英、张
丙涉嫌犯虐待罪一案有关情况，称将严格依法公正重
审此案。
据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介绍，妹妹方某洋出嫁时
160 多斤，被殴打致死时只有 60 多斤。据悉，方某洋
家人曾向户籍地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妇联求助，但是
至今未得到相关处理的回复。
山东商报

速读

教育部：明年起港澳台地区
学习证明将取消
18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取消
《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
《大陆居民在
台湾地区学习证明》的公告。简化在
港澳台学习人员办事程序，便利在港
澳台学习人员在内地（大陆）工作和生
活，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两项学习证
明取消。
央视新闻

我国正式启用首个
深空天线组阵系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8 日从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获悉，经过近两年建设，我
国首个深空天线组阵系统在喀什深空
站建成并完成各项调试测试工作，于
近日正式启用后投入到天问一号、嫦
娥四号测控任务中。为提高地面系统
对深空探测器下行数据的接收能力，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喀什深空站新建
3 座 35 米口径天线，与原有的 1 座 35
米天线组成 4×35 米的深空天线组阵
系统，达到等效 66 米口径天线的数据
接收能力，探测距离和接收灵敏度较
现有设备将得到大幅提升，为我国执
行各类深空探测任务提供有力测控支
持。

湖南汨罗一餐馆爆炸 34 人受伤

18 日，西泊杯江苏省第 19 届钓鱼高手赛暨江苏首届竞
钓大师争霸赛在海安市白甸镇官垛村西泊景区举行，来自
全省各地的 60 名垂钓高手在此激烈比拼，吸引了众多游客
慕名前来游玩。
翟慧勇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东台举行首届全域旅游发展峰会
扬子晚报讯（记者 姥海峰）为开拓思维视野，破解发
展难题，推动创新跨越，共谋东台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
计，
东台市首届全域旅游发展峰会 11 月 18 日在东台举行。
今年 6 月，东台成功创建江苏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目
前正向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迈进，致力打造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的“东台样板”。为进一步推进全域旅游提档升级，
东台集聚专家团队和社会资源，精心设立“东台全域旅游
发展专家智库”，为全域旅游发展集聚智慧力量。活动现
场，东台市市委书记杨雪峰为“东台全域旅游发展专家智
库”
特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连续调整之后或随时止跌强反！
昨天市场继续明显分
化 ，创 业 板 延 续 下 跌 ，探
2613 后有所回升，上证在
金融、有色、造纸、航运等
板块的整体推动下震荡走
高，上证最高上冲 3358，遇阻短线压力位 3356－3386，午
后一度翻绿，最终红盘收在 3347。昨天创业板最低已跌到
2612，距离 2600 关口以及半年线 2586 已经很近，下周半
年线就会上行到 2600 以上，半年线是市场 120 天的平均成
本线，再下跌意味着这半年来的投资者都出现亏损，因而
跌到半年线，或小破一下这条线将是市场中期调整的目标
位，特别是在上升途中触摸一下这条线往往就是调整快到
位的信号，如果跌破，大概率是主力有意挖坑诱空，在重要
的调整低位骗出一批恐慌割肉的筹码，然后快速拉升，本
周后面两天，创业板调整到位，则小盘题材股将出现强反
机会，周四投资者密切关注创业板能否在 2600-2586 止跌
回升，
上证短线压力依然在 3356-3386。
接下来的操作思路就是低买，不论是相对低位的周期
资源股，还是波段下跌后的优质白马股，当然也包括跌到
位的中小创的硬核科技股，我们一直倡导投资者坚持反向
思维，现在就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只要认准自己买入的是
一只好股，
目前的位置不算高，
就可放心持有。
钱眼

记者从湖南省汨罗市多方了解
到，18 日 12 时许，汨罗市新市镇一餐
馆发生爆炸起火。截至 18 日 16 时，据
初步统计，已导致 34 人受伤。据了解，
34 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爆炸
现场发现有一个炸裂的小煤气罐，警
方正对爆炸起火原因展开调查。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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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鲍家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成立，按本社实施方案规定，拾余
补漏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请有符合股民资格条件，还未前
来登记的成员，请尽快到本社补登
记，过拾余补漏截止时间后将不能
补登记。
特此公告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
鲍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0 年 11 月 19 日

荆州巨型关公雕像要
“搬家”
？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
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
荆州市已组织邀请规划、建筑、雕塑、
文保等方面权威专家，对关公雕像搬
移选址方案进行咨询论证。
9 月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湖北
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予以通
报：
“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
围内建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 57.3
米，违反了经批准的《荆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破坏了古城风
貌和历史文脉。
”
通报要求湖北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结合职责配合有关部门跟踪指导荆州
市做好巨型关公雕像项目整改；要举
一反三，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发现苗
头问题及时干预、纠正，坚决杜绝滥建
“文化地标”
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疫情以来
世界
“最贵”城市排名出炉
据新华社电 经济学人智库 3 月发
布的《2020 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
中，新加坡、日本大阪和中国香港排名
并列第一。疫情以来，新加坡和大阪
的生活成本滑落到第四名和第五名。
疫情期间大批外国务工者离开新加
坡，导致该国常住人口 17 年来首次减
少。报告显示，由于疫情期间美元贬
值，美洲、非洲和东欧一些城市生活成
本降低，但西欧城市则因欧元升值生
活成本上升。瑞士法郎也在疫情期间
升值。报告还显示，疫情深刻影响人
们的消费习惯。居家办公带动笔记本
电脑和台式机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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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