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

中国

2019.9.4��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A13

1950年5月1日， 新中国制定的第一

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

施了。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

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

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权利平等、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

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

几千年来， 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

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

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

男女婚姻自由。 婚姻不自由是旧中国封

建桎梏的一个重要表现， 酿成了无数人

间惨剧。 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数受压

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新生。

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 中共中

央、政务院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开展

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动，1953年3

月， 全国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活动。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 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宣传

活动。大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利用报

纸、广播、连环画、幻灯、电影、戏剧等形

式， 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

《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刘巧儿》等戏剧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 在全国大部

分地区，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广大群

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的思

想。 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

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到解放， 参加各种

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热情高涨， 社会地位

有了很大提高。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 从根本上动摇

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

基， 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

念和伦理道德， 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

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促进社会风气发生

了巨大转变。

据新华社

信息时报讯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解释》明确，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

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的， 应当被认定为

“情节严重”，根据刑法规定，处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类考试组织作弊承担刑责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考试作

弊高发多发，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实施的有组织的考试作弊活动持续蔓

延，危害日益严重。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7月， 全国法院审理考试作弊刑事案

件1734件，判决3724人。 其中，组织考试

作弊刑事案件951件、2251人， 非法出

售、提供试题、答案刑事案件117件、205

人，代替考试刑事案件666件、1268人。

对此， 为了保持考场风清气正、维

护考试公平，此次两高发布的《解释》对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的范围作出了

进一步明确，以下4类考试被纳入“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 在这些考试中组织

作弊的，将承担刑事责任：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

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

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

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产评

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执业药

师职业资格考试、 注册建筑师考试、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

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

记者注意到，根据刑法规定，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或者为

他人实施组织作弊犯罪提供作弊器材

或其他帮助的， 即构成组织考试作弊

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公布

那么，怎样的情节将被视为“情节

严重”？ 此次两高发布的《解释》也对组

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作出规定。

其中，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

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社会关

注度高、影响大、涉及面广。 故《解释》将

在这三类考试中组织作弊的直接规定

为“情节严重”。 同时，《解释》还将导致

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明

确规定为“情节严重”。

此外，考试工作人员违背所承担的

职责组织考试作弊的； 组织考生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作弊的；多次组织考试

作弊，组织30人次以上作弊，以及提供

作弊器材50件以上的；违法所得30万元

以上的，也都被《解释》规定为“情节严

重”。

中新

信息时报讯

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昨日在其官微上发布消息

称，自2019年10月8日起，度假区

将实行新的儿童票定义标准。

老年人及残障游客可享受的优

惠票价政策及标准保持不变。

自10月8日起， 在游园当日

年龄在3周岁

（含 ）

至11周岁

（含）

； 或身高1.0米以上至1.4米

（含

1.4

米）

的儿童游客可以享受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价格约75

折的优惠。 在游园当日年龄在3

周岁以下或身高1.0米及以下的

婴幼儿游客可免票入园。“年龄”

以出生日期为准。未满16周岁的

游客须由16周岁及以上的游客

陪同入园。

9月9日起，游客在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的各官方渠道购买10

月8日及之后日期的上海迪士尼

乐园门票时，将可以使用新的儿

童票定义标准。

以年龄为标准享受儿童票

优惠或婴幼儿免费入园的儿童

或婴幼儿，在入园时，其监护人

必须携带并出示含有出生日期

及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官方身份证件”）

。对于中国内

地游客而言，“官方身份证件”包

括：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护照。

不被接受的“官方身份证件”包

括：户口簿

（无照片 ）

、出生证明

（无照片 ）

、 学生证

（非政府签

发）

。

其他游客可被接受的“官方

身份证件”仅为：中国港澳地区

游客：《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

证》； 中国台湾地区游客：《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其他国家

及地区游客：外国护照。

同时，从10月8日起，11周岁

（含）

及以下的游客还将可以在

度假区的两座主题酒店享受儿

童福利，或在度假区各餐厅享受

儿童餐优惠。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明确4类考试纳入“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组织考试作弊最高可判7年

婚姻自己当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10%＋

10%等于多少？小学生可能都能很快算出

来：20%或者0.2。 但近日有网友发现，在

手机自带的简易计算器上， 不论是安卓

品牌还是苹果iPhone， 算出来的结果都

是0.11。 业内专家表示，这只是欧美使用

方式的不同， 中文版手机系统没有改过

来而已，并不是BUG

（毛病）

。

近日有网友发现， 很多手机的计算

器都有“BUG

（小毛病）

”：不论是OPPO、

华为、小米等多款机型，在计算10%＋10%

时，得出的结果都是0.11，而不是0.2。

接受记者采访的手机安全专家李铁

军向记者表示，这不是BUG，而是东西方

使用习惯不同，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按照

西方人按计算器的习惯，10%＋10%，计算

器计算的方式一定是10%+

（

10%×10%

）

。

这不是错，而是当初就是这样设计的。

“西方人习惯这样来计算利息、折

扣、商品价格。 ”李铁军表示，假设一个商

品标价不含税8元，税率是8%，那么只要

在计算器上按8+8%，就能计算出商品的

价格是8.64，而不是8.08。 因为计算器是

按照8+

（

8×8%

）

计算的。 中国人也会遇到

类似场景，但不会这么算。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 这个问题不是

手机自带计算器独有， 只要是廉价计算

器都是这样的计算方式。 资深互联网观

察家阳淼向记者表示， 计算器这种小配

件的算法一般都是开源代码， 国内厂商

没太注意这些细节。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国内没有

这样的计算习惯， 所以手机厂商在设计

中文版系统时应该改过来。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计算出错？ 业内

人士表示， 目前只有手机最简单的自带

计算器才是这样， 如果下载“科学计算

器”App，则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第一手机

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则向记者表示，建

议手机品牌在简体中文版手机系统中最

好改回一个适合中国人的计算方式，以

免引起不必要误会。

10%＋10%＝0.11，手机计算器算错账？

业内人士：手机自带计算器按西方人使用习惯设计，中文版手机系统没改过来

上海迪士尼调整儿童票规定

3~11周岁儿童票

3岁或1米以下免票

新华社香港

9

月

3

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3日表示，面对违法暴力

事件的升级， 应以法治与对话手段进行

处理。 她呼吁，大家要放下分歧和矛盾，

一起努力，让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局。

林郑月娥3日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

前会见传媒时表示， 特区政府目前首要

的目标就是将暴力停下来， 让香港社会

早日恢复平静。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因

此必须以法治手段处理违法行为， 这包

括警队的拘捕、 律政司不受干涉的检控

以及法庭的审理。

她表示，特区政府将建立沟通平台，

与各阶层、背景、立场的人士，特别是年

轻人，耐心对话。 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创造和扩大对话空间。

她强调， 特区政府在止暴制乱工作

上，其中最坚持的就是“一国两制”。 作为

行政长官，她将一如既往地紧守岗位，带

领大家一起努力走出困局。

在应询回答会否引用《紧急情况规例

条例》处理情况时，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

有责任检视现行法例中能有效处理暴乱

情况的适当条文，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若

暴力消失，便无须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 因此她呼吁大众与暴力划清界线，不

要将它合理化，不要让暴力持续发生。

林郑月娥：放下分歧和矛盾，一起努力让香港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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