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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
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
工程成果展览，
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
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
要弘扬探月精
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勇攀科技高峰，
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
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
为
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局地降温 15℃！冷空气
发威多地气温将迎
“跳水”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近日我国不少
地方气温攀升，让人在正月里有了夏天的感
觉。中央气象台预报，从 22 日开始，冷空气
开始南下，北方多地气温将接连“跳水”，局
地降温幅度可能超过 15℃。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2 月 18 日以
来，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持续回升，尤其是华
北、黄淮、江淮等地增温迅猛。气象监测显
示，
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577 个国家
气象站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 2 月份历史极
值。其中，21 日突破 2 月历史极值的站点高
达 506 个，
北京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白天最高气
温达25.6℃，
接近北京5月份的常年平均温度。
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东北地区、黄淮、
江淮等地气温将下降 4 至 8℃，部分地区降温
可达 10℃以上，其中，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
东部、黄淮东北部等地的局地日最高气温降
幅可达 15℃以上。
24 日起中南部地区将出现较大范围降
水。预计 24 日至 26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中南部有雨夹雪或小雨；黄淮及其以南大部
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
气象专家提醒，2 月下旬全国大部地区
平均气温仍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但冷空
气活动频繁，北方气温起伏多变，公众要注
意天气变化，谨防感冒。

浙江 2020 年
追回医保资金 11 亿元
新华社杭州 2 月 22 日电 记者 21 日从浙
江省医疗保障局获悉，2020 年浙江保持医保
资金监管高压态势，
追回医保资金 11 亿元。
据了解，浙江坚持医保监督检查全覆盖
与重点专项治理相结合，自查自纠与飞行检
查相结合，强化外部监管与加强内控检查相
结合，2020 年实现全省 21463 家定点医药机
构线上线下检查全覆盖，共处理定点医药机
构 18183 家、参保人 1257 人，追回医保资金
11 亿元，同比增长 240%；移送司法机关 26
家、参保人 52 人；
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742 件。
此外，
浙江大力推行
“互联网+监管”
，
监管
事项入驻率、
抽查事项覆盖率和任务完成率实
现 3 个 100%。出台《浙江省医疗保障信用管
理办法》，
推进医保信用监管体系建设，
从以罚
为主单一监管向奖惩结合新型监管转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
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
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
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
栾恩杰等亲切交流，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
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

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
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
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
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来，参与探月工程
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
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

断 攀 登 新 的 科 技 高 峰 ，可 喜 可 贺、令 人 欣
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
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
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
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石家庄公共文化场馆恢复开放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
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
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
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
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
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首次
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
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已
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2 月 22 日安全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将与先
期已运抵的天和核心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
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工程
各大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一轮凸月 25 日
将与蜂巢星团浪漫邂逅

2 月 22 日，小朋友在河北博物院《金声天韵——河北梆子艺术展》展厅内绘制电子脸谱。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有序恢复，按照“预约、错峰、限流”的要求，
接待游客（观众）数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新华社）

强制报告制度发威 侵害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追刑责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最高人民
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 22 日在最
高检厅长访谈中，介绍了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有侵害
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追究刑责，涉嫌
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2020 年 5 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
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到 2020 年 9 月，各地通过强制
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 500 件。
湖南某小学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
生案件，但涉事学校负责人员却隐瞒不
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
职犯罪提起公诉，相关人员已被追究刑

事责任。
除了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办案
中发现的违反强制报告规定涉嫌违纪违
法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罚。例如，上海
市某区检察院针对一起教师在校园内猥
亵女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及时提
出处理意见。区纪委监委经过审查调
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
等级降为 9 级的处分。
史卫忠表示，当前各地持续深化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
例如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区公安分
局创新工作方式，联合开发运行“强制报
告 APP”，进一步畅通了快速发现、报告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渠道，为各部门合
力保护未成年人搭建了平台。
据介绍，强制报告制度执行过程中，
一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
医务人员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还
有一些农村留守、智障儿童遭受侵害案
件，因学校教师报告发案，使农村贫困智
障家庭的孩子得到了及时保护，
避免了智
障女童长期、
多次被性侵等问题的发生。
“下一步，最高检将在认真总结规范
的基础上，优化 12309 检察服务平台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建设，实现与强制报
告制度的有效衔接，并通过 APP、小程序
等方式，为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细提供
更加便捷的渠道和方式。”
史卫忠说。

新华社天津 2 月 22 日电 天文专家介
绍，2 月 25 日，著名的蜂巢星团将与一轮凸
月浪漫邂逅，上演“蜂巢星团合月”的美丽天
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可在 24 日晚至 25 日凌晨这段时间，凭借
肉眼或是双筒望远镜进行观测。
蜂巢星团，又名 M44，位于巨蟹座方向，
由数百颗恒星组成，看上去像一窝蜜蜂。在
中国古代，由于它位于鬼宿方位，被称为鬼
星团。我国古代又称其为“积尸气”，说它
“如云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因为它看
起来模糊不清，古人把它想象成人死后的游
魂在飘荡。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许文介绍，如
果天气晴好，24 日日落后，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面向东北方天空，可以看到一轮正月十三
的凸月。由于今年的元宵月是“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因此正月十三的月亮肉眼看上去，
也很接近圆满状态。
如果仔细观察，在月亮正下方不远处，
隐隐约约可见一团密集的星星，这就是蜂巢
星团。如果大气透明度足够好，随着夜色逐
渐加深，这团密集的星星会越来越显现出
来，并散发出青白色的光芒，烟气蒙蒙，很具
观赏价值。
“有条件且感兴趣的公众可在 24 日 19
时左右，在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郊区，面向
东北方天空找到月亮，在其正下方大约 8 度
的位置上便可看到蜂巢星团的踪影。由于
25 日 4 时左右，月亮才会从西方落下，因此
这幕星团与明月相伴的景象几乎整夜可
见。
”
许文提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