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海关
查获49.8万吨“洋垃圾”

新华社天津 6月 13 日电（记者 张宇琪）天津
海关缉私部门近日查获一起走私国家禁止进境固
体废物特大案件，现场查获国家禁止进境固体废物

“硫酸渣”49.8万吨，控制该案重要犯罪嫌疑人5人。
记者 13 日从天津海关获悉，天津海关缉私局

日前接到举报，某货轮运载数万吨工业废物“硫酸
渣”到天津港，可能伪报成“铁矿粉”走私进境。缉
私部门立即启动天津海关固体废物监管打私联动
机制，通过电子数据分析，检索到该货物的收货方
湖南某公司已申报进口 6票“铁矿粉”类货物，均有
走私嫌疑。

经天津海关所属南疆海关查验人员对以上货
物进行取样、鉴定，判定上述货物均为“在无机化工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铁矿渣”，俗称“硫酸渣”，属于
我国明令禁止进境的固体废物，共计49.8 万吨。目
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 侠克 夏子麟）记者 13 日
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第114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6月 12日 16时至 24时，
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
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活动史。

12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
丰台区共报告5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病例行动轨迹涉及新发
地市场部分商户，目前已对新发
地市场及周边小区采取封闭管
理措施。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说，经流行病学调查，这些

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活动史，通过采集确诊病例相
关的外环境标本，有核酸检测阳
性报告。经初步判断，这些病例
可能接触了市场中污染的环境、
或接触到了被感染的人员而传
染发病，后续不排除出现续发病
例的可能。

庞星火表示，北京市、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组织专业人
员，在全市开展了农贸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等排查，共采集海
鲜、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
本5424份，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新发地市场发现40件环境阳
性样本，其余农贸批发市场、大

型超市均为阴性。
庞星火介绍，在对从业人员

主动筛检中，对 1940 名市场从
业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在新发
地采集的517件样品中，有45人
咽拭子阳性，另在海淀一农贸市
场中发现 1 例阳性，是 1 例新发
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上
述46人目前无临床症状，已纳入
严密管理和观察中。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
言人高小俊说，鉴于新发地农贸
批发市场中人员发现确诊病例，
其环境样本中检测出核酸阳性，
北京市将对 5 月 30 日以来与新
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

展核酸检测，卫生健康和公安部
门正在制订筛查方案，将以区为
单位进行筛查，具体方案将在13
日公布，请公众关注。

高小俊表示，目前北京市具
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到
98所，日最大检测能力可达 9万
多人，可以适应人群检测方面的
需求。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代
区长初军威介绍，目前已摸排丰
台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39
人，全部实施集中隔离。此外，
市场周边 3 所小学、6 所幼儿园
已返校的班级立即停课，未返校
的班级暂缓复课。

备受市场关注的创业板改革
迎来新进展，完成征求意见的一
系列改革方案正式落地。12 日
深夜，证监会发布《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与此同时，证监会、
深交所、中国结算、证券业协会
等发布了相关配套规则。

这意味着创业板改革即将进
入“实操”阶段。深交所表示，6
月 15 日至 29 日，接收证监会创
业 板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再 融
资、并购重组在审企业提交的相
关申请。6 月 30 日起，开始接收
新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

对于各方期待的改革方案，
相关规则主要吸收了哪些市场意

见？深交所新闻发言人表示，相
关制度规则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调整和完善。

在发行上市审核方面，进一
步明确创业板定位，在充分体现
包容性的前提下，设置行业负面
清单。同时完善小额快速再融资
机制，修改完善审核时限要求，
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等。

在持续监管方面，完善红筹
企业上市及退市条件。将市值退
市指标调整为连续 20 个交易日
每日收盘市值低于 3 亿元；公司
因 触 及 财 务 类 指 标 被 实 施 *ST
后，下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的，也将被终止上市。此
外 ，还 明 确 了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股
票、可转债上市条件。

在交易类规则方面，为适应
创业板股价结构特点和投资者交
易需求，限价申报单笔最高申报

数量调整至 30 万股，市价申报调
整至 15 万股。同步放宽相关基
金涨跌幅至 20%。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指
出，升级后的规则更加明确了创
业 板 定 位 ，以 支 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为 主 要 特
征，直接助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设置行业负面清单，原则
上不支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企业
在创业板上市等，标志着创业板
聚焦滴灌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更好发挥融资效能。

在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
所所长孙金钜看来，此次正式出
台的制度规则对此前征求意见稿
做出诸多升级，反映了市场在实
践中关切的重点，同时也对存量
项目的过渡做了明确的安排，有
利于更好地保障创业板注册制改
革的顺利推进。

孙金钜认为，对于不同的资
本市场参与者来说，需要尽快适
应创业板改革的新变化。对企
业来说，创业板注册制有利于帮
助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型企业
融资和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说，
注册制下创业板运行更为市场
化，一些重大制度的变革也会带
来新的投资机会。而对于券商
等中介机构，市场化的询价机制
将倒逼投行提高发行定价能力，
上市公司供给的增加将考验券
商研究所对股票的研究和筛选能
力。

即将开启的创业板注册制试
点，下一步如何稳步推进？深交
所信息显示，将有序开展在审企
业平移和新申报企业的受理、审
核等工作，认真做好衔接安排，
平稳高效推进注册制审核。抓紧
组建创业板上市委员会、行业咨

询专家库、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
以 及 会 计 、法 律 专 业 咨 询 委 员
会，做好委员和专家遴选工作。
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建立中
介机构执业质量评价机制，督促
保荐人等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提
高发行人等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
质量。

“创业板改革再次迈出坚实
步伐，即将正式开启注册制试点
的新征程。”华兴资本集团董事
长包凡表示，创业板改革切实服
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利于
企业、尤其是新经济企业更为高
效、便利、快捷获得资本支持，借
力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同
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
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在更大
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释放市场
活力。

（新华社北京 6月 13 日电）

“滴滴司机性侵直播”事件调查
结果公布：

涉事主播“自导自演”
策划淫秽直播

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电 针对网上发布的“滴
滴司机性侵直播”信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2
日晚通报调查结果。经查，此事件为涉事主播恶意
炒作，在某境外直播平台上，以“滴滴”“司机”“女乘
客”“性侵”等易引起关注和炒作的话题为卖点，自
导自演，以淫秽直播吸引网民打赏，牟取非法利益。

据通报，2020年 6月 11日晚，全国“扫黄打非”
办发现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滴滴司机性侵直
播”信息，连夜部署河南省“扫黄打非”办公室核
处。经查，6 月 10 日，有网民将“滴滴司机性侵直
播”视频发至境外网站；6月 11日，新浪微博一名用
户发微博称，某“滴滴司机”通过直播平台，对外直
播“性侵女乘客”过程，并贴出视频链接。视频中，
某驾车男子自称是河南郑州的“滴滴司机”，先与

“女乘客”聊天，随后以停车买水为由，留“女乘客”
在车内，并向车内喷“香水”。该男子称所喷“香水”
是迷药，与观众互动要求刷礼物，对被“迷晕”的“女
乘客”实施“性侵”。对此，滴滴公司官方微博“滴滴
出行”回应称，已报警并正在紧急核实。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河南省“扫黄打
非”办紧急协调河南省公安厅、省网信办、省通信管
理局、郑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开展核处工作。公
安机关查明，涉事直播平台服务器位于境外，域名
由一家美国公司代为注册。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
2名犯罪嫌疑人，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事件暴
露出非法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为牟取非法利
益，不断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行为极其恶劣，必须
坚决依法打击。全国“扫黄打非”办将要求主要互
联网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防止不法分子借机兜
售淫秽物品。同时，对涉事境外非法网络直播平
台、主播等一查到底，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对恶意
制造具有炒作、煽动网络热点话题的行为，坚决有
力打击。

朝鲜：

对韩国当局的信任
彻底消失

新华社平壤 6月 13 日电（记
者 洪 可 润 江 亚 平）据朝中社报
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
线部部长张锦哲 12日晚发表谈话
表示，韩方针对“脱北者”散发反朝
传单一事的处理方式不力，朝方对
韩国当局的信任彻底消失。

张锦哲表示，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11日发表声明表示，向朝鲜方向
散发传单行为违反现行法律，将严
肃处理此类行为，“但这让我们很难
消除疑惑，这是否仅仅是青瓦台为
了摆脱当前危机而想出的诡计”。

张锦哲认为，目前北南关系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韩国方面
没有决心和能力兑现自己做出的
承诺。通过此事，朝方勉强要建立
的对韩国当局的信任彻底消失了。

为抗议韩国纵容“脱北者”从
韩国往朝鲜方向散发反朝传单以及
韩国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朝方于 5
日表示将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
朝韩联络办公室，并于9日宣布将
切断朝韩之间的一切通讯联络线。

新进展！创业板改革方案正式落地
新华社记者 刘慧 吴燕婷

财经·观察

北京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

英国表示不会延长
“脱欧”过渡期

新华社伦敦 6 月 12 日电 英
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12
日表示，英国不会延长今年年底结
束的“脱欧”过渡期。这意味着若
英国与欧盟未能在年底前达成贸
易协议，英国将“无协议脱欧”。

戈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正式
确认”英国不会延长“脱欧”过渡
期。他说，2021 年 1 月 1 日，英国

“将收回控制权，恢复政治和经济
独立”。戈夫表示，他当天与欧盟
方面举行会谈，并已将英国的决定
告知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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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
已致10人死亡117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 6月 13 日电（记者 刘夏村）记者
1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20时 30分，浙江
温岭槽罐车爆炸已致 10 人死亡、117 人受伤，倒塌
房屋内有人员被困失联。应急管理部已派工作组赶
赴现场指导处置。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6 月 13 日 16 时
46 分许，沈海高速浙江台州温岭出口处，一辆由宁
波开往温州的槽罐车发生爆炸。目前，当地消防救
援队伍正在现场处置，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中。

对特朗普声称的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
表示“深表遗憾”

新华社布鲁塞尔 6 月 13 日
电 海牙消息：国际刑事法院日前
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针对国际刑
事法院相关人员发出威胁“深表遗
憾”。声明说，美方此举是国际刑
事法院及《罗马规约》下的国际刑
事司法系统所受到的一系列前所
未有攻击中的新动作，是“令人无
法接受地试图干涉”国际刑事法院
司法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宣布，
美国将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
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
人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

纽约联合国总部
员工远程办公期限
延长至7月底

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13 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日说，纽
约联合国总部员工远程办公期限
将从6月30日延长至7月31日。

纽约联合国总部 3月 12日报
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古特雷斯
随后致信总部全体员工，要求实行
远程办公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暂停开放四个多月后

香港海洋公园恢复运营
新华社香港 6月 13 日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暂停开放四个多月的香港海洋公园 13日正式恢
复运营。为保障人员和动物的健康安全，海洋公园
恢复运营后前两周每天的最高客容量减至 9000
人，为原来最高客容量的四分之一。

上海78处文物建筑
免费对公众开放

6 月 13 日，参观者来到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参
观。 当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等 78 处上海市文物建筑集中免费对外开
放。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12 日全球疫情简报：韩国首都
圈推迟“松绑”意大利将解封
娱乐场所。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
中部时间 12日 10时（北京时间
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
一 日 增 加 136572 例 ，达 到
7410510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
增加4925例，达到418294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2 日 18
时 33 分（北京时间 13日 6时 33
分），全球确诊病例达 7617591
例，死亡病例为 424587 例。美
国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确诊病例达 2043656 例，死
亡病例为114471例。

新闻事件

●世卫组织 12 日呼吁，各
国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应在新
冠疫情期间保障妇女、儿童和青
少年获得必要的健康服务。

●韩国防疫部门 12 日宣
布，鉴于首都圈近来频频发生
小规模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事
件，决定无限期延长原定于 14
日结束的首都圈强化版防疫措
施，直到首都圈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重回个位数为止。这些
措施包括暂停开放博物馆、美
术馆等公共设施，以及建议补
习班、网吧、练歌房暂停营业
等。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
12 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意
大利现有新冠患者降至 28997

人，这是自 3 月 18 日以来意大

利 现 有 新 冠 患 者 首 次 降 至

30000 人以下。意大利政府计

划从 6 月 15 日起进一步放松管

控措施，允许儿童夏令营、舞厅、

电影院、剧院和其他文化场所重

新开放，前提是必须保持社交距

离和佩戴口罩。

●泰国疫情管理中心 12

日宣布，泰国计划于 15 日起取

消宵禁并实施第四轮解禁措

施，全国 95%的商业活动有望

恢复正常运营。疫情管理中心

发言人当天还表示，泰国拟对

部分国家开放限制性旅游。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

卡内尔 11 日宣布，古巴新冠疫

情已得到基本控制，将进入疫

情防控新阶段，逐步恢复生产、

经济、社会等领域活动。

涉华动态

●中国赴巴勒斯坦抗疫医疗
专家组12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
姆安拉为部分在巴勒斯坦、以色
列的华侨华人举办了一场视频交
流会，介绍新冠疫情防控经验。

●中国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
专家组11日继续深入当地医疗等
机构，了解疫情，分享中国抗疫经
验。

●中国政府援苏丹抗疫医疗
专家组 11 日完成任务乘机回国。
苏丹外交国务部长奥马尔感谢专
家组与苏丹同行并肩作战，无私分
享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为苏丹防
控新冠疫情提供有力支持。负责
接专家组回国的海南航空公司客
机同时带去了中国向苏丹提供的
近5吨抗疫物资。

全球疫情简报：

韩国首都圈推迟“松绑”
意大利将解封娱乐场所

6 月 12 日，运动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表演水上飞人庆祝“俄罗斯日”。 新华社/卫星社庆祝“俄罗斯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