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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用手机就能向中纪委举报身边
‘四风’问题啦！”

6月 18 日上午，海南省屯昌县纪
委干部李境津的手机，收到这样一条推
送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客户端
开通反‘四风’一键通举报专区”。

就在李境津为中央纪委主动创新
点赞时，直线距离约 2400 多公里外的
中央纪委机关内，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
正在紧张有序地处理着从全国各地迅
速“涌来”的“四风”问题举报反映。

“猛涨”：群众监督有了便捷新渠道

闪烁的电脑屏幕上，一条条关于
“四风”问题的举报以远高于平常的速
度增长着。

“最快的时候 1 分钟接到 3 条，平
均下来大约 1分半钟能接到一条。”党
风政风监督室一位负责“四风”举报日
常处理的同志向记者介绍专区运行情
况。

据了解，手机客户端举报专区上线
前，党风政风监督室网络举报数据处理
后台日均接件约 250 至 300 件。6 月
18日 10 点专区上线后，当日该室收到
网络举报 1033 件，其中通过手机客户
端举报的就有 691 件，约占总数的
66.89%。

“网站手机客户端的用户活跃度
本来就高，在各大媒体报道 ‘举报专
区’后，举报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党
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这样表示，
“这一方面因为手机客户端举报方便
快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群众对我们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纠正‘四风’工作的支持。”

群众监督，无处不在。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纠正“四风”
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此次上线运行

手机客户端举报专区，为群众举报搭建
了一个更加便利、快捷、直接的监督新
平台，有利于深入释放群众监督的能
量，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让“四风”
等问题无处藏身。

打开“一键通”举报窗口，“四风”
问题被细化为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
旅游、公款出国境旅游、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楼堂馆所违规问题、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大办婚丧喜庆、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
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
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等 11 类问
题。举报人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
等形式，向中央纪委举报身边的 “四
风”问题。

这样细分问题类型，有助于过滤非
业务范围的举报，提升举报数据处理的
效率，也为群众“对号入座”举报“四
风”问题作出了引导、标明了“路径”。
据介绍，选择在端午节点推出举报专
区，是因为节假日是“四风”问题易发
多发期，需要采取多种方式，持续强化
监督，向全社会传递党中央和中央纪委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的坚决态度，释
放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对于这一方便快捷的举报方式，许
多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能激发群
众监督热情”。

“快办”：不辜负群众信任和期盼

“XX 单位违规开工建设办公
楼。”几乎在上线的同一时间，手机客
户端举报专区就收到了第一条举报线
索。

“反映问题典型、线索具体明确，
马上按照工作流程转给相关业务处。”
不过十多分钟，这一线索就经过初步筛
选和分类，通过举报办理系统转到了专

门负责处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的业务处。据介绍，每一个举报问题
线索进入数据处理后台后，都会由专门
人员打开浏览，并根据受理范围、线索
质量、问题类型等因素进行分筛分拣，
如属于党风政风监督业务的举报，就由
负责具体业务的处进行督办、转办或转
交；如举报内容不属于党风政风监督业
务，则向举报人回复不予办理的原因和
相关建议。

“我们要求每件举报件件予以处
置。”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
示，“并且我们对于受理的举报件在室
内流转时限是有明确规定的。”

面对举报方式创新带来的数量增
长，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同志表示，除
了增加人力，提高初筛分拣速度之外，
还要升级信息系统，优化工作机制，密
切各处之间的配合，加强与派驻中央国
家机关纪检组和省区市纪委党风政风
监督部门的联系，加快办件速度，提升
举报件整体流转的效率。

他表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大力改进作
风，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中央
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作为指导纪检监察
系统党风政风监督工作的业务室，要进
一步加大对反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等问题线索的督办核查力度，推动有关
地方和部门对作风类违纪问题严查快
处、动辄则咎，坚决防止“四风”反弹。

“每一件举报里都有群众的信任
和期盼，我们必须抓紧办好。”该负责
同志说，“这也是持续让这一平台发挥
作用的必要工作。”

“通畅”：上下联动倾听群众声音

对于创新党风政风监督举报方式，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中央纪委监察部主

要领导十分重视。
2013 年 6月，经中央纪委监察部领

导同志批准，原中央纪委监察部纠风室管
理的纠风信息系统更名为党风政风信息
系统。同年 9月，党风政风监督室即在刚
刚开通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设立
反“四风”网上举报窗口。

2014 年 7 月，该室又在网站设立
“党风政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直接受
理有关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四风”、
“两个责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等方面
的举报和反映，引导党员、群众积极参与
监督，当反“四风”的“千里眼”，深挖
“四风”问题的“隐身衣”、“新变种”。6
月 18 日上线运行的手机客户端“反‘四
风’一键通”举报专区，又将移动互联网
技术融入了监督举报创新工作，极大便利
了群众的监督举报。

在中央纪委的示范带动下，各地区各
部门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畅通监督举
报的渠道，织牢织密“四风”监督网。

记者浏览各省区市纪委官方网站发
现，各网站均设有“我要举报”的举报入
口，举报者可由此对“四风”问题进行举
报。其中，山西、吉林、福建、青海、新疆等
地官网，还专门开设了“四风”问题监督
举报曝光专区。

另外，河北省秦皇岛市、浙江省杭州
市、四川省德阳市、山东省新泰市、河南省
孟津县等地纪委还建立了“四风” 问题
“人人拍”、“随手拍”等平台，方便群众
随时随地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向纪
检监察机关举报。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释
放群众和媒体监督正能量，让“四风”无
处藏身，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强
大支撑。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正在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推动全会精
神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中纪委网站

中纪委手机一键通举报 平均 1分半钟接到一条

据英国 《每日邮报》6 月
20 日报道，迪拜奇迹花园是迪
拜最大的户外休闲度假胜地，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花园。
迪拜奇迹花园的建造耗费了
4500 万株鲜花，是现在世界最
大的花园。目光所及，色彩缤
纷，其明艳的花朵装饰着一周
长长的围墙以及长达 4 千米的
蹊径，在日光下灿烂生辉。园内
4500 万株鲜花分为各种不同
的主题，不少花种更是第一次
出现在中东地区种植。

国际在线

夏至日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是
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且
越往北白昼时间越长。

据了解，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
被确定的节气之一。每年阳历的 6月 21
日或 22 日，太阳到达黄经 90 度时，为
夏至日。“至”是“极”的意思，夏至也叫
“日长至”。过了夏至，太阳的直射点逐
渐往南移动，北半球的白天就会一天比
一天短，夜晚一天比一天长。

我国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在夏至日这一天，
整个北半球迎来了白昼最长的一天。我
国白昼最长的是漠河，昼长近 17 小时；
最短的是曾母暗沙，昼长 12 个小时多。
我国南北白昼时长差距近 5 个小时。

“在夏至前后，地球位于远日点附
近，运行的速度稍慢，这造成了在一年中
太阳在北半球的时间比在南半球长 8
天，因此北半球的夏天要稍稍漫长一
些。”赵之珩补充说。

在夏至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
归线，正午时分呈绝对（接近）直射状，
北回归线地区就会出现短暂的“立竿无
影”现象。我国大陆目前有 5 个北回归
线标志点，分布在广东的汕头、从化、封
开，广西的桂平和云南的墨江。

天文专家提醒说，当地感兴趣的公
众可选择在各自的时间点上，在阳光下
手拿一个垂直的物品，就会发现地面上
的人或物在阳光下的影子会落到这个人
或物自身的垂直下方，这便是“立竿无
影”现象。

京华时报

北回归线地区
将现“立竿无影”

翡翠，晶莹剔透，价值高贵，越来
越多的人喜爱它，如今，翡翠得到越来
越多的市民亲来，但有的人花巨资买
下假翡翠，有的人家有宝物却不知情。

12 年前， 常州新市民许新带着
妻儿在常州做着收废铁的工作，一次，
他远在云南发展的堂哥来看望他时，
当他看到堂弟许新的衣着以及收破烂
时的窘迫场景，堂哥从后备箱拿出 4
块石头，说这些能改变他的命运，许新
坚持要付钱，他的堂哥说这些石头值
28万。因为许新就信任堂哥，这次，他
也坚信堂哥是在帮他，他当晚借了 28
万，买下这些石头，为此，他的妻子不
解，父母长辈更是不解，夫妻还经常为
此吵架，有几次，他的妻子甚至都想将
这些石头扔掉；谁也无法预料，仅仅 4
年后，他其中的最小的一块石头就卖
了 480 万，从此，他对这些石头更加
热爱，更是靠着剩下的石头，他不断地
发展，直到去年，他才开始做翡翠生
意，他敢于从成品极好的翡翠石头上
现切现做。

四块石头原来是四件宝物

许新说，常言道 “神仙难断寸
玉”，干玉石这一行，眼力和经验很重
要，有的人，切遍石头而没有得到宝
物，而有的人却身怀宝玉而不自知。当
初，堂哥拿出这四块石头时，他压根就
没有想到他们是上好的翡翠，也就是
4 年后，他实在穷得无招可知，无法面
对家人、朋友的时候，他才想起这些石
头。于是，他拿出其中一块石头，借了
些钱买机票，他和妻子带着石头去云

南找堂哥。当堂哥知道其来意之后 ，
他召集了当地几个珠宝商及翡翠玩
家，当他们把玩和鉴赏过石头之后，他
们悄悄地谈起了价格，“100 万”
“200 万”“300 万”……围观的玉石
商人就像是狼看了小羊一样，他们两
眼冒着绿光，一串串惊人的数字脱口
而出。

最终，许新以 480 万元人民币的
价格将这块极品翡翠卖给了当地的一
个玉石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
钱，他当场和堂哥表示，自己只要 80
万，400 万全部给堂哥，堂哥坚持不
收，为此，他分别给了堂嫂以及其堂侄
100 万，回来后，他立即将借钱给他买
石头的人钱连本带利给还了。

这对一无所有的许新一家来说，
真是一笔天大的财富，许新回来后，他
把钱存下来。当初，当他来到银行存钱
时，营业人员看到他们的穿着和打扮
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但当他说存
280 万元，对方立即两眼放光，顿时客
气起来。钱存好之后，他继续干着收购
废钢铁的生意，并和堂哥加强联系，自
己加强学习、研究玉石，并将剩下的三
块石头藏好。直到去年，他念小学的儿
子说，为什么不开个翡翠店，他这才开
始转行专做翡翠玉石。与此同时，他们
还帮朋友鉴定玉石。

识别假翡翠有多种办法

许新说，现在，市面上翡翠良莠不
齐，鱼龙混杂，而不少即使标价十万八
万的翡翠都是假货，更别提那些三五
千的翡翠了，还有的假翡翠甚至可能

是经过强酸炮制，对身体极为有害，出于
对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他提醒说，假翡翠
对身体有伤害，要少带，同时，他也根据
自己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有多个办法
可识别翡翠的真伪。

首先，观颜色，闻气味，闻一闻翡翠
上有没有酸的味道，因为有的假翡翠是
经过硫酸泡制的，用强酸清洗过的假翡
翠都有味道，另外，如果可行，买家可以
先将翡翠放置在密封的塑料袋内，过一
晚上，再闻一闻有无强酸的味道，只要是
经过硫酸泡制的都有味道。

其次，用手掂分量，强酸侵蚀的翡翠
分量没那么重，不压手，真的翡翠分量
足，压手感很强。第三，观察翡翠内部有
无苍蝇似的翅膀，用灯光一打，就能发现
真的翡翠有亮点，而假的翡翠没有。第四
是听声音，真的翡翠轻轻地敲打之后有
清脆的金属声，质地越好的翡翠，声音越
清脆、越好听，而劣质或者假翡翠发出的
是沉闷的声音，因为它是用无用的废料
注色之后做成的。

许新拿出他珍藏的翡翠石头，用灯
光一照，平淡无奇的石头显得异常通
透。他的翡翠是冰种春带彩极品翡翠，
水头很好，更难得的是整体的形状很
好，可以打几只手镯，价值不菲。“我是
过惯了苦日子的人，但人穷志不能短，
如今虽然生活好了点，但我坚持只做
真的翡翠。”许新将翡翠做成镯子以后
价值不菲，他还请专家雕上亭台楼榭，
文化价值更高。翡翠刚刚起步，市场很
大，但自己有独家资源，他一定让青睐
翡翠的人能够享受货真价实的好货。

扬子晚报

收废品小伙借钱 28万买四块石头 升值后一块就卖 480万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中
铁二院集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俄罗
斯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18 日同俄罗斯
铁路股份公司签署了《高速铁路干线
“莫斯科—喀山—叶卡捷琳堡” 莫斯
科—喀山段工程勘测、区域土地测量
设计和建筑用设计文件编制的作业合
同》。

合同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俄高铁
合作项目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实
现了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去”的新突
破。

“本合同是中国高铁真正意义上
‘走出去’的第一单。”中铁二院集团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外经营部副部长
邬利敏说。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副总裁米沙
林说, 合同的签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标志着两国元首共同关注的俄中
高铁合作进入到实质阶段。中国企业
不仅参与项目设计, 还将参与到项目

建设当中。根据目前估算,项目总体投入
为 1 万亿卢布(约合 180 亿美元),将直
接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莫斯科—喀山高铁是俄罗斯 2008
年 11 月颁布的《2030 年运输发展战略
规划》的组成部分,未来将延伸至叶卡
捷琳堡。项目规划总里程 770 公里,最
高设计时速 400 公里。铁路建成后,莫
斯科—喀山间列车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
14小时缩短至 3 个半小时。项目规划在
2018年世界杯之前完工。

米沙林说,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
与“一带一路”战略和俄罗斯运输发展
规划相契合,建成后必将惠及沿线地区。

根据合同, 由俄罗斯莫斯科交通设
计院牵头、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地铁设计院
参与组成的联合体将承担高铁的勘测设
计工作, 工程执行时间为 2015 年至
2016 年,项目实施合同金额为 207.9 亿
卢布(约合 3.8 亿美元)。 北京晨报

高铁技术“走出去” 中国高铁签海外第一单

中国航天专家为太空飞船研制出
最灵敏的“眼睛”,能让两个比子弹速
度还要快 8 倍的飞行器更迅速、可靠
对接。这样的“眼睛”将用于“天宫二
号”“嫦娥五号”以及空间站。

“眼睛”的学名是光学成像敏感
器。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消息,中国
首台第三代交会对接光学成像敏感器
近日研制成功, 关键技术指标已达到
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计划 2016 年发射第二个空
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2017 年前后
发射 “嫦娥五号”, 实现月球采样返
回,并在 2022 年前后建成空间站。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
研究所光学成像敏感器事业部主任设计
师龚德铸介绍, 光学成像敏感器是用于
飞船与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的近距离成
像测量敏感器, 由位于飞船上的相机和
位于目标飞行器上的目标标志器组成。

飞船与目标飞行器要经过几十万
公里的追逐,完成“穿针引线”般的精

准对接。“从二者距离150米开始直到最
终完成对接是最关键的时刻,稍有偏差就
会发生像《星际穿越》中反派角色曼恩逃
离时飞船对接失败造成的灾难。所以‘眼
睛’好不好使很关键。”龚德铸说。

他介绍,与中国已在神舟飞船与“天
宫一号”对接中使用的“眼睛”相比,新
一代交会对接光学成像敏感器最大的改
进是抗杂光的能力更强。即使在太阳强光
直射时,“眼睛”也不会被“亮瞎”,极大
地提高了交会对接的可靠性,并使可对接
窗口期延长为原来的两倍左右。

“新‘眼睛’的首次捕获时间,即第
一眼看到目标,并作出反应认出目标的
时间,从原先的 10秒提高到 1 秒之内。
其重量和功耗却仅为国际主流产品的
二分之一。”龚德铸说。

专家介绍,这样的“眼睛”还将在
卫星燃料加注、维修,飞机空中加油,水
下无人航行器交会对接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

新华网

中国为太空飞船研制最灵敏“眼睛”

记者从近日在大连举办的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
获悉：我国现有承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
2.8 万家，平均年增企业 3000 多家，
2014年承接服务外包954.9亿美元，同
比增长55.8%。服务外包企业已经成为
知识型人才就业重要的容纳器，2014年
我国新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71.1万人，
其中大学毕业生48.8万人，接近70%。

在 2015 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

峰论坛暨企业家峰会上，商务部原部长
助理黄海介绍，近些年来受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是作
为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我
国服务外包市场依旧保持持续增长，产
业规模扩大，承接国外外包执行额由
2008 年 46.9 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559.2 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由 7.7%跃
升到目前将近 30%，成为全球第二大接
包国。 人民日报

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大幅增长 成为全球第二大接包国

事发巫溪宁厂镇一农家屋里，每
年汛期都会上演“年年有鱼”好戏

“这波涨水还不到 6 天，池子里
就涌进了约 500多斤鱼，估计能卖 4
万元。”6 月 21 日下午，巫溪县宁厂
古镇鱼泉人家的女主人杨丹说。从 21
日下午开始，她家涌进了近千名游客，
前来观赏今年“第一捞”场面。央视
“走进科学”栏目也在她家拍摄。

当地人说，这个在汛期只管捞鱼
卖钱的“聚宝盆”，已成为巫溪县的一
个神奇景点。

有点科幻
每年汛期鱼儿都会涌出来
杨丹家位于大宁河边上的宁厂镇

工人街 1 号。目前，她和老公李贤慧
在管理这个“天然聚宝盆”。该鱼泉是
他公公李常权在 2008 年挖出来的，
每年 4 至 9 月汛期都陆续有大量鱼
儿涌出。

“今年涨水来得晚，6 月 15 日才
出现第一波涨水，家里 13 米深的鱼
泉才开始有不少鱼涌现在池中。”杨
丹说，家里的鱼泉实际上是大宁河的
一条暗河。他们在自家屋子下方的鱼
泉建有 3 个水池，每到春夏汛期鱼儿
便分别从出水的石缝里涌出来。最多
的一天有近 500 斤鱼涌出。一波涨水
行情，几天下来最多可收获 1000 多
公斤，最多的卖过 12万多元。

鱼泉涌现的野生鱼大都为 2 两
左右的云南盘鮈鱼，市场销售价为每
斤 80元。还有少量的 “哑鱼”(裂腹
鱼)、卖价为每斤 100 元。杨丹说，现在
这些鱼都是卖给附近村民或游客，到
了汛期每天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每
人收取 5 元门票，这个鱼泉每年能为
家里带来 30万元左右的收入。

有点好奇
近千人来观看“第一捞”
“去看鱼泉涌鱼场面不是免费

的，每人要收 5 元门票。”杨丹说，因
为屋基下面的鱼泉非常窄，而且客人

来了还要管理、接待，收取 5 元门票并
不贵。从 20 日下午开门到 21 日中午，
鱼泉接待了 900 名游客。许多慕名而去
的游客表示，“就是看个稀奇。”

据介绍，原本还比较贫困的李家，这
些年来靠这个鱼泉，新建了房屋，买了小
车，家庭走上了致富路。杨丹介绍，由于
鱼泉涌出来的野生盘鮈鱼属于冷水鱼，
生长周期长，肉质嫩、肥美、味道非常鲜，
很多游客都希望能够在她家品尝到最新
鲜的野生鱼。她家今年已筹集了 200 万
元，准备在下半年兴建一个“神奇鱼泉”
农家乐。目前设计、规划已完成，要把这
个鱼泉打造成为宁厂古镇上与盐泉齐名
的一个景点。

杨丹说，自从 7 年前发现鱼泉后，
她家在汛期就成为了景点。

有点八卦
鱼泉来自老人的一个梦

据说，发现鱼泉的过程也充满神奇。
李常权老人回忆说：“2008 年 10 月的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有人要他在屋
子底下挖坑来致富。”坚信这个梦的老
人找到女儿借钱挖坑。当时家里人都怕
把房子挖垮了，女儿、儿子都不同意。但
在父亲的坚持下，最后家里只得找人借
了 5 万元拿给李常权。

李常权雇人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
13 米深的大坑，不过，当时什么也没有
挖到。担心挖出事的儿子李贤慧只得陪
着父亲挖。有一天李贤慧自己挖坑时，突
然出水了，并且还从石缝里涌出了不少
鱼，父子俩欣喜若狂。后来经过渔业部门
实地考察认为，鱼泉涌出的是云南盘鮈
鱼。

据说，当时捞起来的鱼一些人还不
敢吃。林业部门人士分析认为，这应该是
碰巧挖到了暗河里的鱼群通道，将原来
的暗河中的鱼改道从鱼泉里涌出，便常
年给农家带来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

据当地老人说，解放前宁厂古镇就
曾发现过鱼泉，当时人们就用筲箕来捕
鱼。 重庆晨报

农户在院中挖出鱼泉 汛期涌出大量河鱼年增收 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