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中国围绕中国空间站
应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第一批入选项目清单

中国空间站上的伽玛暴偏振探测仪

研究领域：空间天文学
申请国家：瑞士、波兰、德国、中国

星云气体的光谱研究

研究领域：空间天文学
申请国家：印度、俄罗斯

部分混相流体在微重力下的行为研究

研究领域：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
申请国家：印度、比利时

高性能微两相冷却系统的空间应用

研究领域：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
申请国家：意大利、肯尼亚

中红外地面观测平台

研究领域：地球科学
申请国家：墨西哥

受涡流和声波影响的火焰不稳定性研究

研究领域：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
申请国家：中国、日本

用于空间应用的多结GaAs太阳能电池的开发

研究领域：应用新技术
申请国家：沙特

太空肿瘤：来自个体内健康和肿瘤组织的3D类器
官培养物由于空间条件导致的早期突变特征研究

研究领域：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申请国家：挪威、法国、荷兰、比利时

微重力对致病菌生长和生物膜产生的影响

研究领域：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申请国家：秘鲁、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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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维也纳6月12日电 （记
者 赵菲菲 王子辰）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
公室12日在维也纳联合宣布，来自
17个国家的9个项目从42项申请中
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
首批入选项目。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

这些项目来自瑞士、波兰、德国、
意大利、挪威、法国、西班牙、荷兰、印
度、俄罗斯、比利时、肯尼亚、日本、沙
特阿拉伯、中国、墨西哥、秘鲁等17个
国家的23个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和私
营实体等。项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空间
天文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
地球科学、应用新技术、空间生命科学
与生物技术等。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群说，中
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生动诠释了多边主
义，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并始终致力
于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构建外空命运
共同体的鲜活写照。

发布会上，联合国外层空间事
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对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空间
站表示高度赞赏，称中国的这一举
措有力促进了载人航天国际合作，
使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载人航天技
术研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
淳介绍说，下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将在支持入选团队实施项目的
同时，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紧密合作，进一步完善并发布第二轮
合作机会公告。

去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联
合发布合作机会公告，邀请世界各国
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
载实验等合作。双方还共同成立了项
目评估选拔委员会及国际评审专家
组，制订了选拔工作计划和标准，主要
围绕项目科学意义与工程可实现性进
行评估。委员会经过两轮审议，最终确
定了第一批9个项目。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
前后完成建造，具备支持开展大规模
多学科的空间科学研究、技术验证和
空间应用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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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
者 白阳）记者13日从公安部召开的
电视电话会议获悉，从即日起至10月
31日，全国公安机关将开展以“打诈
骗、抓逃犯、保大庆”为主题的“云剑”行
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良好的
社会治安环境。

根据公安部部署，此次专项打击行
动要严打电信诈骗犯罪，坚持打防并
举，强化拦截预警和追赃挽损，坚决遏

制案件高发势头；要严打民族资产解冻
类诈骗犯罪，加大案件侦办和源头整治
力度，强化破案攻坚，推进重点地区整
治，斩断灰色产业链；要严打套路贷犯
罪，坚持以打开路，狠抓线索排查和专
案侦办，提高追赃挽损能力，确保实现
全链条打击；要集中抓捕在逃人员，落
实属地责任、创新工作机制，结合传统
措施与科技信息化手段，强力开展追逃
工作。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专项行动严打电信诈骗等犯罪

17国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科学实验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

13日，曾孕育了新中国证券市场
的黄浦江畔，再次打响中国资本市场制
度创新的发令枪——科创板正式开板！

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举措，扬帆起航的科创板不仅将为充
满生机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支持，更将成为一片“试验田”，引领全
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开启新一轮改革征
程。

助力科技创新
科创板扬帆起航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2019年6月13日，同样在这座金
融中心城市，“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现
场，科创板正式开板。

200多天日夜兼程，呱呱坠地、朝
气蓬勃的科创板向全球昭示了中国通
过增量改革助力科技创新的决心和信
心。

1月30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精准定位于“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
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
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3月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以
及上市审核规则、发行与承销实施办
法、股票上市规则、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等一系列制度规则正式“落地”，科创板
制度框架确立；

3月18日，发行上市审核系统正
式“开工”，标志着科创板向科创企业敞
开大门，同月22日首批获受理企业亮
相；

6月5日，首批三家企业获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通过……

来自上交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6月12日，科创板发行审核系统累计
受理122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102
家已问询。6家已通过上市委审议会
议的企业中，3家的状态变更为“提交注
册”。13日当天，科创板上市委举行第
三次审议会议。公告显示，未来8天内
还将有五批企业相继接受上市委审议。

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
正整装待发，期待在科创板这艘中国资
本市场的新“旗舰”上完成精彩“首秀”。

“包容”姿态拥抱科创企业
开放透明提高市场韧性

在科创板诞生之前，年轻的新中国
资本市场已经拥有值得骄傲的资本。
3639家上市公司，逾52万亿元总市
值，规模稳居全球股票现货市场“第一
方阵”。

在沪深交易所成功运行近三十载
的基础上，以增量方式全新打造科创
板，究竟有何深意？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
于“调速换挡”的中国经济，科技创新不
仅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力点，也是最值得
期待的增长点。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
键期，如何护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金融
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亟待破解的课题。

“引领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创新转型
产业领域，因其技术创新快、不确定性
较高，以及轻资产、需求多元化等特点，
并非间接融资服务之所长。相比之下，
对风险有较好定价能力和吸收能力的
资本市场及投资银行，更有能力满足新
经济企业融资需求，为推动中国经济转
向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国泰君
安证券董事长杨德红分析说。

纵观全球，高效的资本市场已经成
为培育科技创新的“土壤”。在美国股

市，包括微软、苹果在内，市值排名前
10位的上市公司中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此前，一批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具代
表性及最具创新实力的企业缺席了A
股市场。如今，科创板成为资本市场补
齐支持科技创新“短板”的求解之道。

为科技创新企业“量身定制”的科
创板，设立了5套上市标准，用“包容”
姿态拥抱处于不同成长阶段、拥有不同
股权架构的科创企业，通过打通直接融
资渠道为拥有引领性、突破性核心技术
的企业“助跑”。

正因为“新”，科创板在起步之初难
免波动和争议，其“成色”也等待开板后
的市场检验。

不过在业界看来，科创板成功与否
的标志，并不在于股价或指数的涨跌，
而在于创新的发行方式能否激发企业
的活力，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能否实现质
价相符，令资本市场真正发挥优化资源
配置的功能。

“在充分包容的前提下，市场将验
证科创企业的发展成果。”武汉科技大
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大
浪淘沙”之后，真正优秀的、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科创企业将在本土市场脱颖而
出。

打造资本市场“试验田”
引领改革新征程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深

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基础制度安
排，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引领经济发
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大举措。”证监
会主席易会满在陆家嘴论坛上说，将
坚持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充分
发挥科创板的改革试验田作用，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此带动资本
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打造一个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
市场。

在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中，设
立科创板是一翼，试点注册制是另一
翼，二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

“通过改革发行制度，在科创板以
成熟市场通行的注册制取代现有的核
准制，意味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将
真正实现‘由市场主导’，在提升供给效
率的同时，促进定价功能和优胜劣汰功
能的发挥，重塑资本市场的健康生态。”
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评
价说。

“注册制流程更为便捷高效，降低
了企业上市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
由市场来判断价值，也使得高技术含
量、高成长性企业能获得资本市场更公
平的认可。”天准科技董事长徐一华表
示，相信注册制下，会有一大批科创企
业借助科创板的支持，成长为各个产业
领域的中坚力量。

不仅仅是注册制。允许存在未弥
补亏损、未盈利企业上市，允许红筹企
业及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等特殊治理
结构的企业上市，引入以机构投资者
为主体的市场化询价机制，探索压实
中介机构责任的资本约束机制，上市
后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后续
涨跌幅限制扩大至20%，实施与国际
接轨的股权激励机制，建立最严退市
机制……科创板在诸多环节大胆创
新、率先试水，空前的改革力度让市场
耳目一新，充满期待。

滔滔江水，奔流入海。走过近
30 年风雨的新中国资本市场，在上
海这座创新之城书写新的篇章。市
场各方期待，在科创板这片“试验田”
里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将通
过增量带动存量的方式，引领中国资
本市场走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
程。

（据新华社上海6月13日电）
（记者潘清、姚玉洁、刘慧、桑彤；

参与采写刘开雄）

开板！科创板扬帆起航

6月12日，参加“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的媒体记者来到江西于都罗坳镇
孟口村中央红军红八军团长征渡口（孟
口渡口）旧址等地，听红军后代杨成祥
等人讲述红军故事，于都革命老区人民
和红军之间血浓于水的故事让大家深
受感动。

帮助红军搭浮桥
村民们锯下房梁、卸下

家中门板，倾尽木材
“长征第一渡”的不朽名号是于都

永远的骄傲。
1934年，国民党军队从多个方向

紧缩包围圈，原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
都、于都等县，其中于都在红军完全控
制下。中央红军多方考虑，选择在于都
集结出发，渡河北上。10月17日起，
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
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渡过于都河，
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于都河由此有
了“长征第一渡”的名号。

当年的于都河宽600多米，河面上
没有一座桥。“红军渡河时设有8个渡
口，水深两三米的地方，必须架设浮桥；
一两米深的地方，战士们就涉水而过或
由渔民撑渡过河。”和媒体记者同行的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
平说。

“村民们锯下房梁、卸下家中门板，
倾尽木材，帮助红军搭浮桥。”杨成祥
称，孟口村村民们甚至还自发把祠堂高
大的门板卸下来用作桥面。

浮桥搭设好后，中央红军红八军
团于 1934 年 10月 17日傍晚开始渡
河。杨成祥介绍，天亮之前，红军会把
拆下的浮桥构件藏在樟树下，以躲避
国民党的监视。最终，有近1.1万名红
军从孟口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17岁渔民临危不乱
组织20条渔船将红军运过河

1934年10月的一天，17岁的李深
仁正在罗坳镇罗坳村的于都河上打
渔。几位红军对他喊道：“老乡，请你过
来，商量一个事。”

李深仁看见对方穿着红军服装、面
带善意，便将船划向岸边。

“一条船最多运多少人？”
“大船可以运20人，小船10人。”
得知对方意图后，李深仁表示：“放

心，我和乡亲们组织渔船送你们过河。”
没过多久，20条渔船就划到了这一水
域。1934年 10月19日傍晚，红五军
团十三师开始在此渡河。

坐满人的船只吃水很深，但凭着李
深仁等人的拼劲，最终，3000多名红军
战士在罗坳村石尾渡口顺利渡河。

“父亲担心遭受国民党迫害，在帮助
红军渡河后就顺江而下，到泰和县等地
谋生，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直到新中国成
立后才回到老家。”站在石尾渡口旧址，
李深仁的儿子、今年78岁的李明荣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红军优良作风让他终生铭记

长征渡口所处的位置几乎都在隐
蔽处，人迹罕至，交通不便。以罗坳镇
鲤鱼村鲤鱼渡口旧址为例，想走到这
里，要在乡村公路边下车后，再在乡间
羊肠小道行走约20分钟才能到达。

雨后的小道泥泞不堪，蚊虫甚多，稍
不留意就会滑倒。在鲤鱼渡口旧址，重庆
日报记者见到了老红军熊柏山之子熊德
昃，已91岁高龄的他，穿着蓝色的雨衣、
戴着绿色的军帽，看上去精气神十足。

“1934年10月19日傍晚，红五军
团三十四师就是从这里渡河的。”熊德
昃依稀记得，当红军到来时，全村人几
乎全部出动，村民们兴高采烈地说：“自
己的人来了！亲人来了！”

为帮亲人渡河，村民们除了卸门
板，帮助红军搭设浮桥，还拿出了自己
家里最丰盛的食物给红军。但红军却
回答：“同志，谢谢！我们不拿老乡的一
针一线。” （6月13日发自江西于都）

“长征第一渡”诉说军民鱼水情
本报记者 赵迎昭

6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仪式在陆家嘴论坛上举行。这是中国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开板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医院刚放出的号源瞬间就被
“秒抢”；加入网聊群结果被教唆自
杀……近年来，新型网络犯罪形式不
断涌现，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
题。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净网2019”专项
行动典型案例，解析新型网络犯罪特
点。

恶意软件“开挂”
知名医院号源遭“秒抢”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巡视员、副
局长张宏业介绍，当前传统违法犯罪正
加速向以电信、互联网等为媒介的非接
触性犯罪转移，恶意抢占医疗卫生公共
资源、网约暴力刑事犯罪等多发高发，
大量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不断涌现，
极大危害我国网络安全与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2018年12月，北京公安机关网安
部门接群众报案，“京医通”挂号平台中
部分知名医院号源一经放出即被“秒
抢”，患者无法通过此渠道正常挂号。
专案组经侦查，查明一犯罪团伙利用恶
意软件绕过正常验证机制非法抢占号
源的犯罪事实。

“下一步，北京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将继续会同北京市卫健委以及‘京医
通’挂号平台加强合作，对网上非法屯
号、恶意抢号并且牟利的行为开展持续
打击，维护正常的网上挂号秩序，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公平就医的权利。”北京
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
队长郑浩说。

勾连靠网络反侦意识强
网约犯罪呈现新趋势

今年2月24日，浙江嘉兴公安机
关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一河北网民
李某网上雇佣贵州网民赖某前往河北
省廊坊市文安县预谋杀害一名男子。
经侦查，赖某已到达文安县伺机作案。

河北廊坊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查明
李某、赖某2人活动轨迹，于2月25日
凌晨将2人成功抓获。

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有自杀倾
向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相识，相约共
赴特定地点集体自杀的事件也屡有发
生。张宏业表示，有极少数别有用心人
员在网上诱导、鼓动心智不成熟、抑郁
等人员集体自杀，严重侵害当事人和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

张宏业介绍，浙江公安机关按照公
安部统一部署，组建专门工作力量，以
公安大数据为抓手，预警研判相关犯罪
苗头线索，及时处置网约暴力刑事犯罪
及网约自杀案事件。截至今年5月，浙
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共向全国推送网
约犯罪线索215条，破获严重暴力刑事
案件101起，刑拘犯罪嫌疑人271名；
推送网约自杀线索88条，及时挽救自
杀人员152名。

明为支付平台实为洗钱渠道
“第四方支付平台”被捣毁

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网络金
融犯罪已成为网络犯罪的重要方面。
特别是近年来冒头的“第四方支付平
台”，成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
等犯罪团伙套取、漂白非法资金的新途
径。

福建省顺昌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教
导员黄浩表示，所谓“第四方支付平台”
是指未获得国家支付结算许可，违反国
家支付结算制度，依托正规第三方支付
平台，通过大量注册商户或个人账户非
法搭建的支付通道。

张宏业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网安部
门将继续对各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全面提升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能
力和水平，努力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
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恶意抢占号源？网上相约犯罪？

公安机关对这些新型犯罪出手了！
新华社记者 白阳

资料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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