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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
国共立案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92.7
万起；案件造成群
众损失 353.7 亿
元；此类犯罪警情
占全部刑事警情
的 比 例 超 过
40%……电信网
络诈骗已成为群
众深恶痛绝的第
一大犯罪类型。

19 日，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草
案首次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这项法律
针对惩治电信网
络诈骗的难点出
了不少硬招。

银行账户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人”问
题多年未根本解决；形形色色“黑灰产”
斩而不绝；诈骗类型与各种新技术新应
用相伴而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急需有效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月至9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26.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3
万名，同比分别上升41.1%和116.4%；6
月至8月，发案数连续3个月实现同比下
降……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综合
施策，强化行业治理，切实形成整体合
力，打击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但同时也要看到，电信网络诈骗发
案数量、群众损失仍保持高位运行，犯罪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草案提出，国务院建立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打击治
理工作。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实现
跨行业、跨地域协同配合、快速联动，有
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
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规定各部
门职责、企业职责和地方政府职责，加强
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建设，明确有关主体
包括民事责任在内的专项法律责任，有
助于推动形成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
全社会防诈的打防管控格局。

一段时间以来，手机卡、
银行卡大量非法开办、随意买
卖，“实名不实人”问题突出，
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重要工
具。近年来，公安机关案件侦
办中，缴获“两卡”动辄数十万
张，这些手机卡、银行卡几乎
全为“假实名”，均非开卡者本
人使用。

去年 10 月“断卡”行动
开展以来，公安机关累计打
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
2.7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
人45万名；工信部集中清理
电话卡6441万张；人民银行
组织清理异常银行账户14.8
亿个。

推动实现“实名”又“实
人”，草案规定了电话卡、互联
网服务真实信息登记制度；建
立健全金融业务尽职调查制
度；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
话卡、物联网卡、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互联网账号。对于实
施上述行为的，有关主管部门
可以实施惩戒。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滋生出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收购贩卖“两卡”、架设

“猫池”和GOIP设备、提供虚
假平台和技术支撑、提供转账
洗钱服务等一系列黑灰产业，
黑灰产业又反过来“滋养”了
电诈犯罪，形成相伴相生的

“利益共同体”。
一些犯罪团伙在国内购

买大量的银行卡、电话卡以及
企业对公账户，转运到境外用
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对此，草案加强对涉诈相
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
理。治理改号电话、虚假主叫
和涉诈非法设备；加强涉诈
App、互联网域名监测治理；
打击治理涉电信网络诈骗相
关产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
主任何延哲说：“草案加强对
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
业的治理，打击治理涉电信网
络诈骗黑灰产业，将有效挤压
犯罪空间，铲除犯罪土壤。”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可防性犯
罪，预警十分重要。近年来，全国范围
内铺开预警劝阻工作，将打击治理关
口前移，及时点醒潜在受害人，守住

“最后关口”。
今年以来，公安部日均下发预警

指令9.6万条，成功避免1260万名群
众受骗；成功拦截诈骗电话12.2亿次、
诈骗短信14.1亿条，共紧急止付涉案
资金2770亿元。

为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警劝
阻、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制度上升为法
律规定，草案明确国务院公安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电信网络诈骗涉
案资金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和资金返
还制度，明确有关条件、程序和救济措
施。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资金返还由
公安机关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
行支付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当前的实践
证明了监测和预警的有效性。”中国信
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表示，在当
前支付手段不断创新背景下，进一步构
建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在支付环节建
立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和资金返还制度
并上升为法律规定十分必要。

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境内
大批诈骗窝点开始加速向境外转移。

草案提出，国家外交、公安等部门
积极稳妥推进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与
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快速联络工作机
制，共同推进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打击治理。

为有力斩断非法出境从事电诈活
动“人员流”，公安部部署发起“断流专
案行动”，截至目前，共打掉“3人以上
结伙”非法出境团伙9230个，破获刑
事案件 412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2854名。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
国际警务的一个重要课题，要继续推
动和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制定可行、完
善的司法协作程序，有效解决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追捕难的问题。”四川大学
法学院院长左卫民说。

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是一项系统性法治工程。彭新林表示，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适应统筹发展
与安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保障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的实际需要，既为机制
化、常态化开展反诈工作提供法律依
据，也是在法治轨道上惩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创新实践。（新华社北京10月
19日电 记者熊丰 任沁沁 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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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年前玄武岩揭示月球演化奥秘
——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亮点解析

月球上火山活动何时停止？曾经的岩浆活动如何维持？月幔到底有多“干”？
19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新研究成果，多项突破性进展给出了

对月球演化的全新认识。

岩浆活动是月球的“生命”特征之
一，月球古老的岩浆喷发活动留下的
黑色玄武岩形成了人们所见的月海，
月海玄武岩浆的持续时间和地球化学
特征是理解月球热-化学演化的“钥
匙”。

对来自美国、苏联的月球样品和
地球上月球陨石的研究已证实，月球
岩浆活动至少持续到大约28亿至30
亿年前，但对于月球岩浆活动停止的
确切时间，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的着陆点位于

风暴洋西北处吕姆克山附近，远离“阿
波罗”和“月球号”采样点。研究证明，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一类新的月海玄
武岩，填补了美国和苏联月球采样任
务的“空白”。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
超高空间分辨率铀-铅（U-Pb）定年
技术，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岩
屑中50余颗富铀矿物（斜锆石、钙钛
锆石、静海石）进行分析，确定玄武岩
形成年龄为20.30±0.04亿年，表明
月球直到20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比以往月球样品限定的岩浆活动延长
了约8亿年。

科研人员介绍，科学家曾以一种
统计区域撞击坑的大小和数量的方
法，推断嫦娥五号着陆区是月球最年
轻玄武岩单元之一，这一区域的年龄
为10亿至30亿年，这种方法存在着
极大不确定性。此次嫦娥五号月球样
品玄武岩的精确年代学数据为撞击坑
统计定年曲线提供了关键锚点，将大
幅提高内太阳系星体表面的撞击坑统
计定年精度。

月球最晚期岩浆活动的成因一直
是未解之谜，目前科学界存在两种可
能的解释：月幔源区中富含放射性元
素以提供热源，或富含水以降低熔
点。对此，最新研究给出了全新认知。

研究表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
岩初始熔融时并没有卷入富集钾、稀土
元素、磷的“克里普物质”，嫦娥五号月
球样品富集“克里普物质”的特征，是由
于岩浆后期经过大量矿物结晶固化后，

残余部分富集而来。这一结果排除了
嫦娥五号着陆区岩石的初始岩浆熔融
热源来自放射性生热元素的主流假说，
揭示了月球晚期岩浆活动过程。

同时，研究发现，月幔源区的水含
量仅为1至5微克/克，也就是说月幔
非常“干”。这一发现也排除了月幔初
始熔融时因水含量高而具有低熔点，
导致该区域岩浆活动持续时间异常延
长的猜想。

“月球冷却如此之慢的原因并不
清楚，需要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演化模
型，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
新的方向。”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李献华院士说。

多位国际专家表示，该系列成果
“提供了迄今为止月球上确定的最年
轻的玄武岩的证据”“改变了我们对月
球热历史和岩浆历史的认识”“对我们
认识月球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该系列研究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和国家天文台主导，联合
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开展，相关成果形
成4篇论文，在《国家科学评论》发表1
篇，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3篇。

研究团队分别针对年龄、源区性
质和水含量三个科学问题设计了新
途径。研究过程中，中科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研发的多项分析技术，
为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科研人员介绍，此次研究采用的超
高空间分辨率的定年和同位素分析技
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为珍贵地外样品

年代学等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2021年7月12日，嫦娥五号任务

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正式发放，国内
13家科研机构共获得约17.4764克样
品。中科院于2021年5月正式设立
重点部署项目“嫦娥五号任务月球科
研样品综合研究”，以月球科研样品的
基础物理特性、物质成分为研究对象，
解构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的特性信
息。此次发表的4篇文章，是该项目
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
者张泉 董瑞丰）

月球20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刷新对月球晚期岩浆活动成因的认知

自主研发的分析技术实现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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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月球样品洁净室，研究人员在处理月球样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我国自主研制推力达500吨的
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新华社西安10月19日电（记者陈晨 付瑞
霞）19日 11时 30分许，我国自主研制、推力达
500吨的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在陕西西安试车
成功。

该型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
院研制，直径3.5米，装药量150吨，推力达500
吨，采用高压强总体设计、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
壳体、高装填整体烧注成型燃烧室、超大尺寸喷
管等多项先进技术，发动机综合性能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

航天四院大推力固体发动机总设计师王健儒
说，此次直径3.5米、推力达500吨大型发动机的
试车成功，打通了我国千吨级推力固体发动机发
展的关键技术链路，标志着我国固体运载能力实
现大幅提升，为未来大型、重型运载火箭型谱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动力选择。

据介绍，目前，基于500吨推力整体式固体发
动机，航天四院已经在开展直径3.5米级分段发
动机的研究，发动机分5段，最大推力将达到千吨
以上，可应用于大型、重型运载火箭固体助推器
中，满足我国空间装备、深空探测等航天活动对于
运载工具的不同发展需求。

内蒙古额济纳旗
新增5例确诊病例
尚有2例初筛阳性者正在复核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9日电 （记者魏婧
宇）记者19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截至19日0时40
分，额济纳旗已确认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时
尚有2例初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者正在复
核。额济纳旗于19日9时起，在全旗范围内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据了解，18日，额济纳旗接到内蒙古自治区
综合疾控中心关于陕西省外来游客闫某、姜某核
酸检测阳性的通报后，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指挥部紧急安排部署，对闫某、姜某等一行8人
在额济纳旗行程及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等
情况展开调查处置。目前，上述7例病例已全部
送入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治和观察，相关排查和
管控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
定，从19日9时起，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含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短暂停留人口
等）。当前，额济纳旗物资储备充足，社会秩序正
常，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甘肃四地暂停文旅经营活动
全省旅行社停止跨省旅游业务

新华社兰州 10月 19日电 （记者何问）记
者19日从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应对
本次疫情，甘肃省启动全省文旅行业疫情防控
应急工作机制，立即关停兰州、酒泉、嘉峪关、
张掖四地文旅经营场所和经营活动，取消各类
演出、展览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全省旅行社停止
跨省旅游业务。

针对各类A级景区，甘肃省要求严格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
限，落实门票预约制度，落实进景区景点前扫码
登记、测体温等要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
线”间距、佩戴口罩等。对于景区内容易形成人
员聚集的演艺等项目和重点场所，要求强化局
部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严格落实人流引导和
疏导措施。

针对星级饭店、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空间
相对密闭场所，甘肃省要求强化卫生管理，加强
通风消毒；对进入场所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
温、登记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
理等。

此前，陕西省通报2名核酸检测阳性游客曾
在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地游览参观，甘肃省立即
开展人员排查、密接流调、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
工作。19日，兰州新增6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人员，城关区两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区。

10月19日，甘肃省兰州市根据疫情形势和
防控实际需要，对城关区中风险地区周边学校、
餐馆、商场超市等重点区域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工作。

图为在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核酸检测
点，医务人员为居民做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甘肃兰州部分重点区域
开展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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