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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漠，鹰击夜空。
空军近日组织多兵机种进行夜间实战化对

抗演练，锤炼空军部队体系制胜能力。
夜间空中作战，一直以来是隐蔽作战意图、

达成作战突然性的重要作战样式，也是世界空
军训练的一个重要方向。

傍晚时分，预警机、侦察机、干扰机、歼击
机、突击机等多型战机，从空军驻西北多个机场
先后起飞，前往训练空域，一场夜间复杂电磁条
件下的实战化对抗演练全面展开……

“双方完全都是背对背的，什么时刻发起攻
击，对方出几架飞机，什么样的进攻套路、进攻路

线，采用什么样的战术配合和方法，都是完全
不透明的。”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王同耀说。

夜晚战场环境复杂、能见度低，不仅给领
航和指挥带来较大困难，而且让对抗攻击实
施起来更加困难。飞行员除了要有高超的飞
行技能和高度的协同意识，还需要掌握和使
用合理的战术战法。

“对于夜间空战来说，我认为最难的就是
态势判断和大动作量的战术机动，加上荒漠
地区地标稀少，气流比较复杂，又是大批量的
机群作战，风险大大增加。”空军航空兵某旅
飞行员郝鸿翔说。

战机在中高空的飞行条件下，很容易被
对方发现和攻击。为了实现作战目的，飞行员
往往都会采用低空突防的模式对目标进行攻
击。

参训飞行员表示，夜间在空中完全依靠
仪表操纵飞机，在陌生地形下飞低空，对飞行
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
验。

整个夜训过程中，盘旋在空中的预警机，
发挥指挥和信息中枢的作用，为在空飞机提
供强大的信息支撑。实时不间断传输的空中
态势和指挥引导指令等作战信息，让飞行员

对所在空域的“敌”我态势了如指掌。
“战争不会只在白天打响，开展夜训不仅

是为了提升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更是一切向
实战看齐的体现。”空军某空防基地负责人说。

多兵机种开展夜战夜训，已成为空军实
战化训练的常态。今年以来，依照空军新一代
军事训练法规要求，歼-20、歼-16、歼-10C
战机在夜战夜训中不断提升新质战斗力，轰
-6K 战机夜间紧急出动，连续开展大机群编
队远程夜间机动训练，部队全天候远程作战
能力得到检验提升。

(张玉清、解瑾)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西北大漠，鹰击夜空铸利剑
空军组织多兵机种夜战夜训锤炼体系制胜能力

据新华社长沙 7 月 18 日电(记者袁汝婷)
“学费”动辄数万元的职业资格考试“保过班”，
竟是靠考场作弊来兑现“保过”承诺。近年来，一
些职业资格证照考试火爆，部分教育咨询机构
盯上这一商机，向考生收取 3 万-6 万元不等的
“保过费”，试图以组织考生作弊来牟取暴利。今
年 7 月，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二级
建造师考试作弊案，由此揭开了一条以考试“保
过”为噱头的黑色产业链。

考生打“喷嚏”，耳朵里飞出微

型无线耳机

今年 6 月 2 日上午，国家二级建造师资格
考试常德某考点 55 号考场内，一个中年男子突
然打了个“喷嚏”，一个米黄色的小东西从该考
生耳朵飞出。监考老师发现这是一个微型无线
耳机，耳机里正传来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随后，工作人员将该考生带离考场，对其检
查时发现其腰带内还隐藏着一个白色的无线接
收器。与此同时，监考老师又在另几个考室发现
有考生携带同样的作弊设备。

常德市人力资源考试院认为这可能是一起
有组织的考试作弊案，随即向市公安局报案。

面对民警的询问，涉嫌作弊的多名考生起初
均说作弊设备是在考场门口找陌生人买的。当日
上午，无线电监测人员也没有再发现异常信号。

当日下午，一名考生向公安交代，其设备来
源于常德某教育咨询公司，同时，无线电侦测人
员也再次发现异常信号。

此后，办案民警于考点附近一茶楼内抓获
正在操作无线发射器的犯罪嫌疑人唐某英，唐
某英是该教育咨询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操作的

无线信号发射器来源也指向该公司。
公安部门对这家教育咨询公司进行搜

查，查获大量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的物证、书
证，同时还搜查到大量伪造的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公章。经连夜审查，专案组掌握了该公
司董事长、股东及部分员工组织 30 余名考生
作弊的确凿证据。2018 年 6 月，多名犯罪嫌
疑人先后被抓获归案或投案自首。

两地企业合谋作弊，“保过

班”背后是违法产业链

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常德某教育
咨询公司董事长杨某是通过长沙某企业管理
顾问公司购买作弊设备和考试答案。长沙这
家企业也组织了多名考生到常德参加二级建
造师资格考试。

这是一起两地企业合谋的考试作弊案。考

试前夜，两家企业各自组织 30 余名考生进行
作弊培训，发放作弊设备。考试当日，一部分人
携带无线发射器隐藏于常德市区的两个考点
附近，另一部分人在公司办公室播报答案。

警方查获的 QQ 聊天记录显示，考试当
日，长沙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犯罪嫌疑人，
在开考 30 分钟后，从网上购买了二级建造师
资格考试的答案，并通过 QQ 传递给位于常
德的答案播报组，同时，设备操作组人员将无
线发射器开机。

记者看到公安部门提供的物证，无线发射
器上只需要插一张手机卡，并用手机拨打该卡
号码，就可以将语音通过无线电发射出去。犯
罪嫌疑人在考试当日购买了全新的手机卡，拨
通无线发射器上的手机卡号码，播报考试答
案。答案通过微型无线耳机传递给考生。

警方介绍，考试“保过班”已形成一条产业
链，该案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2名，调查涉
嫌作弊考生 30余人，涉及浙江、广东等多地。

依据刑法，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
织作弊、为他人实施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
他帮助、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而向他人非法出
售或者提供试题及答案等行为，皆触犯刑法。

交数万元、冒险作弊只为“考

了证就能每年白拿钱”

常德案并非这条作弊产业链第一次作
案，他们早已将黑手伸向了 2017 年 5 月在湖
南郴州举行的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组织 20
余名考生作弊。犯罪嫌疑人组织考生交数万
元“保过费”进入“二建 VIP”班，并制作了一款
灰色背心，里面缝制着无线信号接收线圈。但

由于多名考生都穿着同一款背心，被监考方
发现异常，携带作弊设备的考生被赶出考场。

然而，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是以两年内通
过三科考试为限。2018 年 3 月，犯罪嫌疑人又
为 2017年未通过考试的考生继续报考，还吸收
了新的考生，并改进了无线接收器的隐蔽方式。

考一个证，交数万元，还要挖空心思冒险
作弊，为何仍有考生对二级建造师证趋之若
鹜，作弊失败还愿“来年再战”？

侦办此案的常德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
案件侦查大队长谢修槐告诉记者，这背后还
有一条深层利益链。“市场上有些建筑公司要
申报资质承揽工程，企业里必须要有二级建
造师、监理工程师等角色。有的企业没有这类
专业人才，就找一些拿了证的人来挂靠，只要
考了证，挂在一些公司，不用干活，就能每年
白拿钱。我们追查到的作弊考生，有一些根本
不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某考生在长沙一家汽车制造厂上班，他
想考一个二级建造师证挂靠在亲戚的建筑公
司，一年可赚一两万元挂靠费，故而交了 3 万
元“保过费”。警方调查发现，有的考生一旦考
到了证件，又摇身一变成为“中介”，为“借证”
的建筑公司牵线，从中收取高额中介费。

在为建筑企业申报资质，或为从业人员
申报资格证照时，这批犯罪嫌疑人还伪造了
大量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章。甚至少数
考生被安排请人代考，代考收费高达 6 万元。

天价“保过”竟然靠作弊 拿到证后“挂靠”白拿钱
揭开职业资格考试“保过班”的违法产业链

据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8 日电(记者闫睿)黑龙江省纪
委监委日前出台意见提出，全面清理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
人员违规投资入股煤矿企业行为，明确 2018 年 8 月 10 日
为相关人员退出经营的最后期限。

这份文件名为《关于清理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违
规投资入股煤矿企业工作意见》，适用范围为黑龙江省各级
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组
织中的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

文件规定存在违规行为的五种情形包括：党员干部和
其他公职人员以自己或者他人名义投资入股煤矿企业或者
参与煤矿经营的；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违反规定在煤炭企业
中兼职，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虽未
出资，但实际收取经营管理收益的；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
位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本人或者直系亲属接
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煤矿企业的聘任，或者从事相关营利
性活动的；其他违反规定从事煤矿企业营利活动的。

文件明确提出，2018 年 8 月 10 日前本人或直系亲属
向本地纪检监察机关主动说清问题、撤出全部资金、退出所
从事煤矿经营的，综合考量性质情节、后果影响等因素，从
轻或者免于处理。

目前，黑龙江省委三个专项巡视组已入驻省内煤城，开
展为期 2 个月的专项巡视，将严肃查处公职人员、直系亲属
参与煤矿经营问题。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发现公职人员、
直系亲属参与煤矿经营未按期退出或再入股、变相入股的，
以“零容忍”态度，依纪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各级纪委
监委要建立清理工作长效机制，健全煤炭领域违纪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责任倒查制度，确保煤炭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黑龙江清理公职人员违规

投资入股煤矿企业行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施
雨岑)记者 18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进
一步规范学位论文管理，加强学术诚
信建设，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严
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明确
指导教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代写
行为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学生学
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加强对学位
论文研究及撰写过程的指导，并对学
位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
确保原创性。

根据通知，学位授予单位是查处
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责任主体，
要明确单位有关部门、学位委员会、学
术委员会和指导教师职责，加强学位
论文全过程管理，及时摸排并报告论
文买卖、代写信息和行为。各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代写
行为的监管主体，要切实加强统筹指
导，完善政策制度，细化工作举措，健
全监督机制，规范处理流程，强化部门
协调，及时开展专项整治。

通知指出，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
生的学位论文存在买卖、代写情形的
指导教师，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参与购买、代写学位论文
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已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
依法予以撤销。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应
当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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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8 日电(记者白明山)入
夏，天刚刚擦黑，河北省辛
集市孟观村村民魏月五就
钻进自家果园里。一支手
电筒，一个塑料桶，是他这
几天夜行的标配。大约两
三个小时，魏月五拎着沉
甸甸的水桶满载而归，里
面挤挤闹闹的是一种黄褐
色的小虫子。

“我们本地人管它叫
爬爬，学名金蝉，现在我们
人工养殖，市场走俏着
呢。”魏月五乐呵呵地说。
白天刚下过雨，土质湿软，
晚上破土而出的金蝉特别
多，一晚上摸了几百只。
“每天晚上都有山东、河南
的客商来村里收爬爬，按
只卖，今天的价儿是五毛
五。”

辛集市孟观村是一个
果树专业村，林木资源丰
富，适宜金蝉的间作养殖。
每年初夏时节，果农们便
将附着金蝉虫卵的小木棍
或撒放到树下，或成捆悬
挂在树端，虫卵孵化为小
蝉蚁后钻进土中，经过 3
年的生长，方可有所收获。

“河北本地野生金蝉
需要 3 至 5 年才能长成，
人工养殖的话，生长期能
够明显缩短。”养殖技术员
刘翔说，金蝉养殖技术简
单易学，初期只需将地表
松动 3 到 5 厘米左右，方
便小蝉蚁找到果树的根
系。蝉蚁孵化期，要用麸皮
拌白糖喂食田间的蚂蚁，

以防虫害，提高金蝉的成活率。到了成熟阶
段，将胶带反面缠于树干上，完成金蝉收集工
作。

辛集市孟观村党支部书记杨永丰说，金
蝉养殖投资比较小，一亩地投入几百块，产量
能达到一百多斤。现在市场价 60 多元一斤，
亩效益大概在七八千块钱左右。孟观村养殖
金蝉已经有 12 年的历史，经过不断摸索与改
进，养殖技术日趋成熟，并发展了河南、山东、
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稳固客户。

“我们统一提供种条、管理技术、回收销
售，乡亲们可以边种果树、边养金蝉，多了一
条增收致富的好门路。”手里拿着一个个刚钻
出土的“金疙瘩”，杨永丰高兴地说。

河
北
辛
集

土
里
钻
出
﹃
金
疙
瘩
﹄

▲ 7 月 18 日，游人在华山长空栈道上留影。被誉为“华山第一天险”的长空栈道，位于陕西省华阴市五岳华山南峰东侧山腰，在万仞绝
壁上镶嵌石钉搭木椽而筑。由于长空栈道贴崖悬空，对探险猎奇者极具诱惑性和挑战性，吸引历险探胜者络绎不绝。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华山长空栈道：勇敢者峭壁上的旅游

新华社上海 7 月 18 日电(记者仇逸)如
何保证每一支疫苗都是可追溯的？如何实时
监测疫苗在运输途中、储存中的温控等各种
状态？如何既确保受种者的无误，又核验负
责接种的医务人员资质？记者近日从上海市
卫生计生委获悉，上海已建成疫苗和预防接
种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率先实现覆盖第一类
疫苗和第二类疫苗的采购、供应、仓储、物
流和接种的全环节、全过程、可追溯综合管
理。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预防接种信息化
建设，组织开发数据平台，整合和对接市民电
子健康档案项目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疫苗物

流配送信息系统等多个独立系统，并攻克部
分疫苗识别码只标于大中型包装、疫苗编码
和接种代码不衔接等难题。

据介绍，上海的疫苗和预防接种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具有明显特点和优势：实现了“受
种者、疫苗、接种服务”信息统一对应、数据实
时共享、功能全面覆盖、信息保证安全的综合
应用；实现了疫苗从企业出厂、验收入库、集
中储存、物流配送、门诊验收和保存管理等的
全流程管理；实现了“疫苗追溯码、疫苗产品
编码、冷链设备编码、接种儿童代码、接种医
生代码”的“五码联动”管理，做到最小包装的
每一支疫苗全过程可追溯；实现了预防接种

服务中自动校验、比对、预警和提示，降低了
服务中发生差错的风险。

“负责接种的医生只要扫码，就能掌握疫
苗从出厂到接种的全部信息，如果有问题就
会自动报警；如果万一发生接种不良反应，也
能及时追溯到确切的那支疫苗。”上海市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吴凡表示，系统提高了卫生计
生等部门的监管效率，提升了预防接种门诊
的服务质量，同时确保个人隐私安全。

记者了解到，在确保预防接种安全有效
基础上，上海还将不断拓展和开发预防接种
服务预约、微信通知、记录查询等公众服务
应用。

上海实现每支疫苗全程可追溯

新华社南昌 7 月 18 日电(记者吴锺昊)记者从江西省
教育厅了解到，为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江西省近日
出台政策，规定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政府补贴制度，明确民
办学校通过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获得的项目，应享受同样
的资助政策。

江西省规定，各级政府应制定向民办学校购买就读学
位、课程教材、科研成果、职业培训、政策咨询等教育服务的
具体政策措施。各地可因地制宜开展地段内学生就近入读
民办中小学与幼儿园的购买就读学位工作。

同时，各级政府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民办教育发展
基金，支持成立相应的基金会，组织开展各类有利于民办教
育事业发展的活动；探索建立教育发展投资公司，搭建教育
投资运作平台，通过合理运用部分财政性资金、设立投资基
金、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事业发展。

江西：

民办与公办学校同享政府补贴

据新华社杭州 7 月 18 日电(记者吴帅帅)通过和手机
App 连接的智能硬件刷脸签到步入会场；市委书记防范台
风的批示可以一秒抵达镇、村干部手中……经过一年多时
间运行，浙江省已实现政务移动系统全部地级市覆盖使用，
公职人员用户突破 100 万。

2017 年 5 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文，为推动“互联网
+政务”“最多跑一次”改革，决定在全省政务统一部署使用
移动办公钉钉系统，提高行政决策效率。经过一年多发展，
目前接入公职人员数量已超过 100 万人，包括浙江省政府、
省属委办厅局机关和全省 11 个地市都在移动办公钉钉系
统上进行工作沟通和协同办公。

衢州市是浙江数字化政府试点城市。衢州市市长汤飞
帆表示，最明显改变是让组织架构扁平化，工作沟通更顺
畅，尤其是提升了重点工作的落实效率。

浙江：

掌上政务地级市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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