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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读

秒·数字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7 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继
续复苏，市场需求逐渐回暖，就业
物价总体平稳。
生产方面，7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秒·观图

以色列总理宣布与阿联酋达成
“全面和正式”
的和平协议

4.8％，增速与 6 月份持平。
需求方面，7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降
幅比 6 月份收窄 0.7 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7 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 5.7％ ，与 6 月份
持平。
英国政府打算颁布新规，对
屡次违反强制“口罩令”者课以最
高 3200 英镑（约合 2.9 万元人
民币）罚款。政府同时打算重罚
非法集会活动组织者，最高罚款
1 万英镑（9.07 万元人民币）。
英国《泰晤士报》14 日报道，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宣布 15 日
起进一步放松“封城”措施。提高
针对违反“口罩令”者的罚款额度
旨在阻止民众此后的
“冒险”
行为。
受太平洋高气压影响，日本
多地近来持续高温，仅东京地区
本月因中暑死亡的就有 26 人。
据东京都监察医务院统计，仅本
月 11 日、12 日两天，东京都中暑
死亡人数达 14 人，死者多为 60
岁以上老人。

秒·服务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13 日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在美国的斡旋下，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了
“全面和正式”
的和平协议。

秒·法治

最高法：测谎结果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证据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 14 日发布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
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
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工作。
根据这份规定，人民法院将严
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查明案
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对于通过生
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

15 日
“秋老虎”中迎末伏
8 月 15 日，迎来今年“暑伏”
里的末伏。随着末伏的到来，难
熬的“暑伏”进入尾声，环境温度
和湿度都在逐渐下降，但距离凉
爽的金秋还有一段时间。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
饼摊鸡蛋”，在民间饮食习俗中，
烙饼摊鸡蛋成为末伏的应节食
品。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
员罗澍伟说，立秋后，天气转凉，
人们食欲渐增，口味需要调剂。
由于末伏必须在立秋之后，
所 以 民 间 有“ 秋 后 一 伏 ”的 说
法。末伏时节，面对“秋老虎”，
公众如何养生更健康？罗澍伟
表示，饮食应以滋阴清热、润燥
健脾为主，可多吃一些清热、健
脾、润燥的食物，如冬瓜、百合、
萝卜、苹果、梨、香蕉、柠檬等。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
题，测谎等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委托
鉴定。
据最高法行装局局长黄文俊介
绍，规定明确测谎结果不属于民诉法
规定的合法的证据形式，
只能起参考
作用，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以避
免将测谎结果当作鉴定意见，影响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司法公正。

秒·提醒

你
“砍价”
，他
“诈”你
警方提醒谨防
“砍价互助”骗局
“快来帮我砍价！”最近，厦门警
方接到多起警情，多位市民称因误
入“砍价群”上当受骗。警方提醒，
不要轻信所谓“砍价互助”活动，以
免因小失大蒙受损失。
套路一：有偿砍价，财物两空。
叶先生在某平台参加达到“砍价”人
数即能获得“0 元购”资格的“砍价”
活动。在将链接发遍自己所有的微
信群后，叶先生发现距离“0 元购”还
差“四刀”，于是他想起自己此前加
入过一个名为“×××砍价互帮群”
的 QQ 群，便将链接发在了群内。不
一会儿，叶先生就收到了一条 QQ 好
友申请，对方声称帮“砍价一刀”220
元，一共 880 元。叶先生觉得花这
钱也划算，于是便向对方支付了 880

元。然而付完钱后叶先生发现，不
但商品未能“砍价”成功，自己的 QQ
也被对方拉黑，
遂报警。
套路二：
“砍价”群里接兼职，骗
子“宰你”没商量。梁女士是一名公
司 职 员 ，加 入 了 一 些“ 砍 价 互 助
群”
。今年 8 月，群内一条声称“比砍
价还简单”的兼职信息引起了梁女
士的注意。梁女士按对方发来的兼
职刷单流程试着刷了几单后，均收
到了“佣金返还”，于是深信不疑。
随后，在她继续扫描二维码“刷单”
时，对方告知她“系统卡单，必须刷
满 10 单才能获得佣金返还”。在对
方要求下，梁女士支付了 10 单共计
14400 元，之后惊觉自己的 QQ 已被
对方拉黑，
无奈之下报警求助。

“种福树领福彩体验券”
活动最后一天！
“福彩嘉年华”活动在美团和
大众点评两大平台同时开展，为
期 20 天，总计发放约 1000 万元
的福彩体验券。第三波活动“种
福种彩，福运加倍”今天最后一
天！参与者可通过线上种福树的
形式，邀请好友为自己助力，积累
福气值使“福树”茁壮成长，领取
免费的福彩体验券。福彩体验券
面值为 10 元、20 元和 30 元三种，
可到线下指定的中国福利彩票站
点兑换。

扫二维
码参与活动

福 彩 开 奖
福彩 3D 第 2020178 期
2 0 5

15 选 5 第 2020178 期
04 10 11 13 14
以福彩正式开奖公告为准

山海协作唱大风
炎炎夏日，福建省石狮市与政和
县共建的山海协作产业园——政和
经济开发区内，一排排现代化厂房鳞
次栉比，运货车辆往来不息。在滨海
经济强市石狮的帮扶下，政和这个长
期贫困的山区小县正焕发勃勃生机。

石狮牵手政和，是福建山海协作
的缩影。1998 年，福建提出“推进山
海协作，在发展中努力缩小山区和沿
海地区之间差距”。自此 20 余载，一
任接着一任，福建“山”与“海”谱写了
一曲携手互助、优势互补、共奔小康
的动人乐章。
父母长期生病，医疗费用高昂，
曾让政和县澄源乡双新村村民刘木
旺一家陷入贫困。走出山区打工赚
钱，还是在家照顾父母，一度成为刘
木旺的两难选题。
“没想到现在可以在家门口找到

心仪的工作，就地脱贫。”刘木旺笑着
说，2016 年他在政和经济开发区找到
一份电工工作，不仅每月稳定收入
5000 元，
还能照顾家里人。
“这几年手
里渐渐有了一些积蓄，感觉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
比独自在外打拼强多了。
”
政和县因为贫困被称作福建“省
尾”，而石狮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一“头”一“尾”于 2012 年共建的
政和经济开发区，已吸引 81 家企业
建 成 投 产 ，吸 纳 5000 余 名 工 人 就
业。而这只是福建 32 个山海协作共
建产业园区中的一个。

“ 山区优势是资源、劳动力、生
态，沿海优势是资金、技术、人才，双
方在多个方面存在互补性。”福建省
农业农村厅社会扶贫与山海协作处
处长陈道清说，山海协作有利于形成
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分工协作格局。
高端纺织、生物医药、机械制造
……一座座现代化工厂落户山区；生
态大米、竹木家具、菌菇茶叶……一
批批山区特产走向沿海。
“ 通过山海
协作，全省树立了大市场、大流通观
念，山海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正在
建成。
”
陈道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