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

针对西南大学、 电子科
技大学2019年研考自命题等
事件， 教育部11日发布通报
称， 在第一时间责成相关地
方和高校依法依规迅速调
查，妥善处置，严肃问责。

通报说，事件影响恶劣，
后果严重， 暴露出相关高校
对考试招生工作重视程度不
够，组织领导不力，制度执行
不严，监督管理松懈。为严肃
纪律，依据干部管理权限，经
教育部研究决定， 给予西南
大学校长张卫国行政警告处
分，副校长靳玉乐行政记过处
分，副校长崔延强行政记过处
分；给予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
勇行政警告处分，副校长胡皓
全行政记过处分。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已对有关命题教师、 涉事人
员、学院负责同志、研究生院
负责同志做出严肃处理并向社
会进行了公告， 有关地方主管
部门已对相关地方高校启动了
调查问责程序。 ■据新华社

“嫦娥”与“玉兔”月背互拍好震撼
任务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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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国内十几家高端
酒店连续曝出卫生乱象。近日上海
相关部门对涉事酒店分别处以警
告、罚款2000元的处罚，引发网友
热议：被罚金额甚至抵不上有的酒
店单间一晚房价。业界呼吁，“亮剑”
酒店乱象还需“剑更锋利”。

2018年11月，一则名为《杯子
的秘密》 的网络视频曝光北京、上
海、福州、贵阳、南昌等城市的十几
家高端酒店存在服务员使用脏毛
巾擦杯具与餐具等问题。在卫生问
题被曝光后，上海、北京等地多家酒
店公开道歉并披露整改细节。

日前，上海市有关区卫生健康
部门对7家涉事酒店予以警告、罚
款2000元的处罚。此前，同样被曝
出卫生问题的江西南昌喜来登酒

店亦被处以警告及2000元罚款。
在微博平台，“上海7家五星

级酒店罚2000” 话题短短1天时
间内就吸引了 1.9亿阅读量及
7600多条讨论。众多消费者对如
此轻微的处罚难以接受：“这罚款
还不够住一晚酒店的钱”“2000
后是不是少了一个万字？”“这样
不痛不痒的处罚，有什么意义？”

法律人士分析，“警告、 罚款
2000元”或是目前大部分有卫生
问题酒店面临的处罚结果， 不过
其营业收入的九牛一毛。 此次涉
事酒店多是国际酒店品牌， 单体
酒店即便被处罚， 仍能依靠品牌
营销网络吸引住客。因此，酒店卫
生事件往往被当作“公关事件”。

■据新华社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11日17
时许， 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机降
落在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国际机
场，191名利用网络刷单实施诈骗
的犯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老
挝押解回国， 涉及国内多个省区
市的800余起案件成功告破，涉案
金额6000余万元。

去年以来，河南郑州、南阳、
许昌等地发生多起电信网络诈骗
案。 受害人轻信网络刷单能够获
得返利的虚假宣传，在QQ等社交
平台上与诈骗分子联系后按照其

指引完成刷单任务， 其中刷单所
需费用由受害人支付。 受害人在
逐步落入诈骗陷阱后， 不仅不能
获得所谓返利， 其刷单费用最终
也被诈骗分子骗走， 被诈骗金额
从5000元到3万元不等。

近日， 我工作组联合老挝警
方先后5次对9个诈骗窝点开展收
网行动，打掉11个犯罪团伙，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191名，现场扣押了
银行卡、电脑、手机、诈骗剧本等
一大批作案工具。随后，老挝有关
部门决定将上述犯罪嫌疑人移交

我方处理。1月11日， 按照公安部
安排部署， 河南省公安机关组织
民警将其押解回国。

据悉， 针对电信网络违法犯
罪新形势新特点， 公安部从去年
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
期一年的新一轮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同时，公安
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切实增强防骗
意识，不要轻信“网络刷单返利”
或“足不出户、日赚千元”等虚假
宣传，避免上当受骗。■据新华社

1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
与玉兔二号巡视器正常工作，在
“鹊桥” 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完成
互拍， 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
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常，探测数
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验项目
顺利开展， 达到工程既定目标，
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至此，我国探月工程取得“五战
五捷”。

科研人员根据导航相机拍
摄的着陆周围地形信息，对巡视
器进行了路径规划，通过“鹊桥”
中继星发送了拍照遥控指令。巡
视器全景相机对着陆器进行成
像，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对巡视
器成像。

经过地面数据接收与处理，

16时47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大屏幕上呈现出着陆器和
巡视器的互拍影像图。图像清晰
显示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周围的
月背地形地貌，两器上的五星红
旗分外醒目。

嫦娥四号探测器自1月3日
顺利着陆月球背面预选区域以
来， 完成了中继星链路连接、有
效载荷开机、两器分离、巡视器
月午休眠及唤醒、两器互拍等任
务。工程任务圆满成功后，嫦娥
四号任务将转入科学探测阶段，
着陆器和巡视器将继续开展就
位探测和月面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揭
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
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实
况。刘鹤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的贺电。

贺电说， 在探月工程嫦娥四
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际， 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这
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 干部
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
贺和亲切慰问！探索浩瀚宇宙、和
平利用太空， 是全人类的共同梦
想。 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
标志， 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

探测工程将全面拉开序幕， 今后
的任务更加艰巨， 面临的挑战前
所未有。 希望航天战线全体同志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和载人航天精神，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大力推动航天强国建设，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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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月11日在老挝万象瓦岱国际机场拍摄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现场。 新华社 图

191名电信诈骗嫌犯从老挝押解回国
公安提醒：勿轻信“网络刷单返利”等虚假宣传

2019年研考事件后
西南大学、 电子
科大领导被问责

一次罚款竟不抵一晚房价
豪华酒店卫生乱象如何标本兼治嫦娥四号任务是中国

探月计划迈出的又一重要
步伐， 实现了人类探月史
上多个“首次”：首次将中
继卫星部署在地月拉格朗
日L2点上； 首次使人类探
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首次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
测与研究。

这些“首次”让全球航
天界同行与媒体倾倒，而
这背后的技术水平、 月球
研究的潜力、 中国探索太
空的魄力和国际合作的精

神，是“嫦娥”真正魅力所
在。

月球上的水是全球无
数科技迷讨论的话题，“嫦
娥”能有什么新发现？英国
《卫报》说，了解月球土壤
中的水是如何产生和分布
的， 对建立一个更持久的
人类月球前哨站至关重
要。 嫦娥四号可能有助于
解释月球土壤中富含水的
一种理论： 它是由太阳风
和土壤中矿物质之间的反
应产生的。 ■据新华社

“嫦娥”让全球倾倒的魅力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