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男子拖拽并殴打公交车司机被判刑
据新华社消息 将公交车司机
拖离驾驶位置，导致公交车失控前
行，还殴打司机……湖南涟源市人
民法院日前公开宣判一起妨害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案。被告人刘
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2 个月。
据介绍，2019 年 1 月 25 日，

刘某的母亲带着孙女、 孙子乘坐
公交车，因与司机发生争执，遂找
其子刘某前来理论。随后，刘某在
涟源市马头山大道东轩村路段拦
住该公交车， 并冲上公交车抓住
司机衣服前襟使劲拖拽， 司机被
拖离驾驶位置， 导致公交车失控
向前滑行。 车内其他乘客见状上

前将刘某拉开， 司机才得以重新
控制公交车。此外，司机还被刘某
殴打。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拖拽正在
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导致公交车失
控，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教育部：从未授权
任何组织机构
开展
“全国百强
中学”等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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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 在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准备执行试飞任务。
当日，4 架大型客机依次在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跑道上平稳
降落，标志着北京新机场完成首
次真机验证。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病种
将扩大到25种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从 国 家
卫健委获悉，2019 年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专项救治的 25 个病种包
括：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病、胃
癌、食道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
期肾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
癌、急性心肌梗死、白内障、尘肺、
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
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
尿道下裂、 耐多药结核病、 脑卒
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
会感染。其中，后四种为今年新增
病种。
新部署要求， 对 2019 年新
增病种和新发病患者， 各省要尽
快摸清底数，实行建档管理，发现
一例，建档一例，治愈一例，销号
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开展两年来， 救治病种从开
始的 9 个逐步增加至 25 个，取得
了积极成效， 减轻了农村贫困人
口的医疗负担， 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据悉， 为持续深入推进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
2019 年还将着力提升专项救治
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水平， 进一
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推进县域
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有条件
的地方要实行省域内“先诊疗、后
付费”等举措。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赤峰连达环保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罗志达申请执
行被执行人赤峰连达环保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内万资评报字(2019)第 11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二 0 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敖汉旗供电公司

对辖区光伏用户开展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光伏用户
窃电、违约用电，近日，国网敖汉旗
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班对供
电辖区光伏用户窃电、违约用电开
展专项检查。
用电检查人员利用营销业务
营销系统和用电采集系统的数据
支撑，对光伏用户实际发电量和报
装容量进行分析，对光伏用户合同
光伏板数量、逆变器数量和实际安

装数量进行现场核对，检查现场计
量装置接线是否存在异常，是否私
自改动计量装置，对光伏用户是否
存在窃电、 违约现象进行用电检
查。
下一步，敖汉旗供电公司营销
部用电检查将通过系统模块监测，
继续查找疑似问题用户，严查光伏
用户的窃电及违约用电，依法维护
(王海松)
正常的供用电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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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开始真机验证

据新华社消息 近期，有机构
在网络发布了“全国百强中学”、
“2018 中国最具影响力中小学百
强榜”等榜单。日前，教育部发布
声明： 教育部从未授权任何组织
或机构开展面向全国中小学校的
此类评选排名活动。
教育部在声明中表示， 教育
评价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科学规
范公正的教育评价是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社
会上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 弄虚
作假的教育评价，标准不科学、操
作不规范、过程不公开，不能客观
公正地反映学校真实状况， 严重
干扰了学校 正 常 的 教 育 教学 秩
序。
教育部在声明中提醒全国各
中小学校， 切勿参与此类评选排
名活动。针对此类评选排名活动，
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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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能首次探测
到黑洞与中子星
相撞引力波

阿旗供电公司

开展网络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网
络安全法》《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
护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提升电
力行业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近日，
国网阿鲁科尔沁旗供电公司开展
网络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该公司严格落实网络安全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体
系， 加强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
确保将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到
位。同时，下发通知，要求以部门为
单位开展自查工作，并将排查结果

反馈至信通班。同时，加强网络安
全培训力度，开展网络安全培训工
作，通过理论学习、案例讲解等方
式不断培养兼职网络安全员。
通过此次网络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保障了公司系统网络安全防
护水平，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下
一步，该公司将加快推进建设网络
防御体系，继续加强网络安全人才
培养和宣传教育，狠抓源头安全治
理，构筑网络安全“铜墙铁壁”，以
网络安全保障电网安全。（刘纪伟）

红山区检察院内设机构挂牌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下午，红山
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内设机构挂牌
运行大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文增，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旭， 区政协副主席刘波出席会议，
红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吕鹏举为新
任内设机构负责人授印。
本次改革，红山区检察院采取
“6+2” 模式将原有内设机构整合
为 6 个业务部门，2 个综合行政部
门，下设 1 个司法警察大队，即第
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
部、第四检察部、第五检察部和综
合业务部 6 个业务部门，以及政治
部、 办公室 2 个综合行政部门，下
设 1 个司法警察大队。
对下一步工作，吕鹏举检察长提出
几点要求： 一是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
治方向。二是要讲大局。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大局中思考和谋
划检察工作， 在大局中找准方位、
发挥作用。三要讲担当。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切实肩
负起法律监督职责，努力做优刑事
检察、做强民事检察、做实行政检
察、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四要讲廉
洁讲规矩。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
意识，时刻保持警钟长鸣，坚持把
纪律挺在前面，不断增强廉洁自律
意识，坚守廉洁从检底线。 五要讲
团结讲奉献。
（王莉）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激光 干
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2 日发
布新闻公报说， 他们可能首次探
测到了黑洞与中子星碰撞产生的
引力波信号。
公 报 说 ，LIGO 探 测 器 和 欧
洲“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测
器 4 月 26 日同时探测到了这一
信号，该信号可能由大约 12 亿光
年外的黑洞和中子星碰撞产生。
LIGO 负责科学协作的发言
人帕特里克·布雷迪说，探测到的
信号非常微弱， 就像在喧闹的咖
啡馆中听他人耳语， 很难辨别清
楚， 因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
出确切结论。
LIGO 和 Virgo 在升级后于
4 月 1 日启动第三轮引力波探
测。 自 2015 年首次探测到引力
波以来， 两家机构的探测器已探
测到 13 次由双黑洞碰撞产生的
引力波， 两次由双中子星碰撞产
生的引力波， 以及此次可能由黑
洞和中子星碰撞产生的引力波。
引力波是由黑洞、 中子星等
碰撞产生的一种时空涟漪， 宛如
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 探测
引力波对人类探索宇宙起源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LIGO 执行 主 任 戴 维·赖 茨
说， 新一轮探测首次发现了黑洞
吞噬中子星的迹象， 如果得到证
实，这将是一个“三连胜”，即先后
观察到了黑洞、 中子星碰撞的各
种类型，包括双黑洞、双中子星以
及黑洞与中子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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