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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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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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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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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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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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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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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到广

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琶洲核

心片区

（含广州大学城 ）

和有米科技股

份公司、树根互联技术公司调研，听取

试验区建设进展情况，了解企业研发创

新、生产经营等情况。

张硕辅强调，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

经济试验区是广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抓手，是推进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引擎。 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强化精准服务，

高水平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

区， 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以

“四个出新出彩” 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出

新出彩提供坚强支撑。 要进一步抓实抓

细试验区建设发展，按照试验区基本定

位和相关协议，明确人工智能与数字经

济细分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企业的发

展目标， 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产业门

类， 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琶洲指数。

要进一步强化试验区科技创新功能，加

强各片区的统筹协调、资源协同，全面

梳理试验区科研平台、“双创”空间和落

户企业，用好广州地区尤其是广州大学

城科教科创资源，优化科技创新、产业

创新生态， 进一步畅通产学研通道，推

进建设环大学城创新带和产业带，高水

平打造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重要节

点。 要进一步补链稳链强链控链延链，

坚持以产业链的思路抓产业发展，建立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各产业链“链长”

和重点企业对口联系制度，培育引进一

批“链主”企业，加大上下游及核心配套

企业招商引进力度，推动企业集群集聚

发展，不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要

进一步拓展场景应用，强化科技“赋能”

传统产业，推动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 结合城市更新和建设 5G 等新基

建，加大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管

等领域应用场景建设推广力度，充分展

现数字化治理新成效。 要进一步优化配

套设施和服务， 精准制定分类支持政

策，实行“首席服务官”制度开展常态化

服务，不断提高医疗、教育、人才公寓等

公共配套水平，打造国际一流的人工智

能与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

市领导陈志英、潘建国、何汝诚参

加。

张硕辅调研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时强调

坚持目标导向 强化精准服务 加快打造广州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主

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政

府督查工作条例》， 分析经济运行情况

并部署经济工作，研究加强户籍家庭住

房保障，确定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

会议传达学习《政府督查工作条

例》以及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市政府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条例》，提高政府

督查法治水平。 要创新政府督查方式方

法，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研判

预警， 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要加强

政府督查力量建设， 理顺督查管理体

制， 强化督查干部培养培训。

会议分析今年以来广州经济运行

情况并部署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 要

及时掌握重要经济指标和重点行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 采取更加精准的政策

措施， 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促

进商贸业和旅游业恢复增长， 为市场

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全力以赴推动第

一季度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会议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强户籍

家庭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 修订稿，

明确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可支配收

入线准入限额、 住房租赁补贴标准和

政府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缴交标准， 从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审核、 监管、 退出

以及期满审查续签租赁合同等方面提

出完善措施。 会议指出， 对公租房相

关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完善， 有利于进

一步做好监督管理， 实现公共资源的

公平善用， 各相关单位要积极稳妥抓

好政策落实。

会议通过 2021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工作责任分工， 强调要压实责任、

狠抓落实，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

项重点工作， 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会议审议了 《广州市养老服务条例》

草案， 同意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

项。

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贯彻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加强户籍家庭住房保障

强制报告制度发威 侵害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追刑责

长五B遥二运载火箭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