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省级军区或武警主官调整
越战两英雄受重用，“回锅式”任职现象增多

省级军区或武警主官近期调整一览表

姓名

潘良时

冷杰松

李松山

于天明

王海涛

丁晓兵

马建海

曹红波

李苏鸣

高凯

现职务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安徽省军区司令员

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武警广西总队政委

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

武警江苏总队政委

武警山东总队司令员

武警四川总队政委

原职务

第38集团军军长

第65集团军副军长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南京军区联勤部副部长

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武警第126师政委

武警广西总队参谋长

武警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

武警第117师政委

▷有奖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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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本报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去
年底，除大军区、各军兵种等多个单
位的副大军区职将领外，中央军委
同时调整了多省份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主官。最新消息显示，据《浙江日
报》11日报道，1月 9日至 10日，该
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
会议在杭州召开。王海涛以浙江省
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的身份发
表了讲话，这是王海涛在公开报道
中首次以浙江省军区司令员身份亮
相。至此，本轮省级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主官调整已经涉及十个省份。

军中模范人物和战功卓著者被提升为
省级军政主官，是这次军官调整的最大亮
点。如新任武警广西总队政委的丁晓兵就
是军内外有名的英模典型，在参加对越自
卫反击作战“两山”战役中负伤，失去右臂，
荣立一等战功并获得为他特设的第 101枚

“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金质奖章。战后，已
经是二等甲级伤残的丁晓兵以伤残之躯继
续投身军队建设至今。2006年被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
荣誉称号。新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冷杰
松，也是现职军级军官中为数甚少的经过
实战考验的将领，由于在对越自卫反击作

战中表现优异，战绩特别突出，曾荣立
一等战功，并被中央军委授予“侦察英
雄”荣誉称号。

本轮军级单位主官调整，多位新任
主官均为“回锅式”任用，这亦显示出中
央军委在选官用将方面的新思路。如转
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的新疆军区原副司
令员李松山，曾经长期在青海省军区任
职，先后担任过青海省军区参谋长、副司
令员等职；由于原司令员傅怡到龄退休
转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海涛少将，
此前也有出任浙江省军区参谋长、副司
令员的经历。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
12日 8时 21分，嫦娥三号着陆器接受光照
自主唤醒。此前，“玉兔”号月球车 11日 5
时许也自主唤醒。两器在月球上安全度过
首个月夜，经受了长达14个地球日的极低
温环境考验。这标志我国成功突破了探测
器月夜生存技术。目前，嫦娥三号着陆器和

“玉兔”号月球车工作状态正常，地面各测控
站和中心数据接收及处理正常。

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副总师裴照宇
表示，在第一个月昼里，月球车的移动、通
信、探测等性能已经得到测试，月夜生存可
以说是月球车成功突破的最后一项难关。

着陆器为什么比月球车“起床”晚？原
来，半个月前月夜降临的时候，科研人员有
意把着陆器和月球车的太阳翼设定在不同
角度上。当太阳冉冉升起，阳光先照射到月
球车太阳翼、后照射到着陆器太阳翼。月球

车先充电，所以先唤醒。
目前，月球车位于着陆器南边约30米

处。在第二个月昼里，巡视器将全面转入以
科学探测需求为牵引的工作阶段。比如，对
附近的大石块进行精确探测。着陆器在第
二月昼的任务包括依靠月基光学望远镜和
极紫外相机进行常规科学探测，极紫外相机
主要是对地球进行观测，月基光学望远镜是
对天区进行观测巡天。

据新华社电 1月12日，北纬20度18分、
东经115度 09分的南中国海海域。5时零9
分，搭载着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胡建、管猛、
董猛3名潜水员的潜水钟，从300米水深的海
底回到工作母船的甲板上，完成与生活舱的对
接，3名潜水员返回到生活舱里休息。现场总
指挥郭杰宣布，3名潜水员圆满完成我国首次
300米饱和潜水海底出潜探摸作业，巡回深度
达到313.5米。这是300米深的海底首次迎来
了中国人的身姿，中国由此具备了人工潜入
300米深的海底“龙宫”探宝的能力。

上海打捞局局长沈灏说，12 日上午 8
时，李洪健、罗小明、谭辉3名潜水员第二批
下水作业，预计将于 14时返回生活舱。此
后，6名潜水员将在生活舱里减压，预计将于
24日出舱，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据中新社电 泰国首都紧张局势一触即
发，反政府示威者宣布将于13日发起“封锁曼
谷”行动。至今已有45个国家和地区向在曼
谷的民众发出旅游警告，促请他们远离示威地
点及人多的地方。

据报道，各国使馆劝请在曼谷的国民储粮
备水，确保身上带有足够的现金、足够电量的通
讯器材，以及不要穿红色或黄色的衣服外出。

泰国亲政府的“红衫军”和反政府的“黄衫
军”向来壁垒分明，反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已
表明将在今天“封锁曼谷”，迫使英拉政府交出
行政权。

教育部回应MBA招考作弊：
取消所有成绩
哈工大明年MBA招生被叫停

据新华社电 1月12日有媒体报道，个别
培训机构在2014年MBA招生考试中，通过考
前发放无线电作弊器材、考中传送考试答案等
方式组织考生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作弊。对
这一事件，教育部已派工作组赴黑龙江督办查
处工作。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12日表示，
开始专案调查，并停止哈尔滨理工大学MBA
中心2015年招生组织工作。

教育部表示，对此事涉及的教育系统机构
和人员绝不姑息。对作弊考生，取消本次考试
所有科目成绩，并视情况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
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相关处分记入诚
信档案并通知考生所在单位。

呼吸
呼吸的气体是由氦气和

氧气组成的混合体，呼吸过程
不困难，但声音变得像鸭子叫
一样。

压力
在300 米的深海里，潜水

员要承受的压力是 31 个大气
压，比常人多30倍，抬下手、动
动脚，都很费力。

吃饭
不能吃硬的；不能吃黄豆

等容易放屁的食物；味觉变迟
钝，饭菜吃不出咸味来；要多
吃牛排等高热量食物。

睡觉
没有白天黑夜的感觉，睡

觉不能关灯，以便地面上的监
控；由于容易疲劳，一天睡 12
个小时以上。

如厕
潜水员如厕、洗澡都在生

活舱里，如厕、洗澡前要向地
面监控人员报告，如厕完成
后，也要报告。

穿衣
下海作业时，穿的是“热

水服”，流动着热水的水管密
布在衣服的各处，不停止地给
潜水员加热。

中国人首次潜入300米深海
三名潜水员最深到达313.5米
要减压约十天才能回归正常生活

探摸
“龙宫”

嫦娥三号接受光照自主唤醒
玉兔：将精探大石块
着陆器：将巡天测地

征服
月夜

中石化为青岛爆燃事故
设安全生产警示日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报道，中国石化1月
12日晚间就青岛油管爆炸事故发布公告。公
司决定将每年11月 22日作为中国石化安全
生产警示日，以告慰逝者，警示后人。

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统计，此次事故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172万元，公司将承担其
相应赔偿责任。

本报讯 据新华网报道，以色列军方电台
11日报道，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的葬礼定于13
日举行。13日下午，沙龙的灵柩将被运至他
位于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农场，以军礼落
葬。葬礼计划于14时开始。他将与第二任妻
子莉莉葬在一起，后者 2000年因癌症去世。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沙龙的评价判
若云泥，一边是“最伟大的保卫者”，另一边是

“应该下地狱的罪犯”。

沙龙葬礼今日举行

泰反对派今“封锁曼谷”
40多国发旅游警告

为资源开发护航
相关专家介绍说，300米深海饱和潜水

作业能力的突破，使救捞系统具备了为国家
深海资源开发保驾护航的能力。可增强我国
大深度水下各类应急抢险和环境救助能力，
提高应对我国东海、南海及经济专属区政治、
经济等紧急事件发生的能力，提升我国在海
洋活动、海洋经济中的话语权。

南海大量油田的开发大多处于300米深
度以内，正向300米深度拓展，一旦出现严重
的深水灾难，处理难度巨大，迫切需要一支具
备深潜水抢险能力的队伍。

饱和潜水员生活

警示后人

绝不姑息

毁誉参半

一触即发

饱和潜水排行榜
法国 潜入600多米
中国 潜入300米，攻克

500米已列入计划
英、美、德、日、俄等国
先后突破400米

意义

潜水过程全纪录潜水过程全纪录

沙龙悼念仪式在以色列议会广场举行沙龙悼念仪式在以色列议会广场举行。。

泰国局势紧张泰国局势紧张。。

地球等地球等
离子体离子体
层图像层图像。。

潜水钟入水向潜水钟入水向300300米目标冲刺米目标冲刺。。

相关本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日前
通过“对中政策检讨纪要”，党内批评声浪不
小。民进党中央进一步抛出“对中政策大辩
论”的想法，党内各派系多表示乐观其成。
谢系更主张，辩论应该在3月举行。

谢长廷11日说，他的两岸政策相关论述
并非是在“挑战”苏贞昌，而是“鼓励”，因为大
家恨铁不成钢，苏贞昌要扛起责任来。

绿营：苏贞昌要辩论，蔡英文愿接招

据悉，“对中政策检讨纪要”引发讨论，谢
长廷公开批评纪要没有提出具体的两岸政策
内容，使过去不同意辩论的苏贞昌改变态度，
日前主动抛出两岸政策大辩论的想法。

对此，蔡英文11日同意接招。这宣告民
进党的两岸路线将从闭门会议迈入公开辩论
阶段，民进党“两个太阳”苏贞昌和蔡英文的两
岸路线之争进入第二回合过招，加上谢系抛出
辩论应在5月党魁选举前举行，确定这场大辩
论攸关党魁之争、2016年“大选”提名。

民进党举行两岸政策大辩论有前例可
循，1998年许信良担任党主席时，民进党内
经过两岸政策大辩论，提出“强本西进”的主
张，与国民党的“戒急用忍”抗衡。2012年民
进党败选，外界批评败选主因就是两岸路
线，不少民进党“立委”去年5月联署要求举
行两岸政策大辩论，但苏贞昌迟迟不同意，
如今主动抛出辩论想法，格外引人注目。

蓝营：将为连胜文和钟小平拉架

蓝营方面，为了今年的“七合一”选举，

也正忙于处理内部矛盾。国民党11日表示，
党中央不乐见同志相互攻击，若出现太过严
重的恶意攻击，党内有关单位会适时介入处
理。

据指出，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宣布参选
台北市长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日前在媒体
指控连胜文在担任悠游卡董事长期间转投
资赔钱。对此，连胜文 10日委托律师递状

控告钟小平民事诽谤，向对方求偿500万元
新台币，并要求对方在岛内七大报登报道
歉。

目前蓝营已有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蔡
正元及台北市议员杨实秋、秦慧珠、钟小平表
态有意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但连胜文
迟迟未表态，他的人气在国民党内最高；若由
他参选，国民党胜算较大。

“做这行没人不拿钱”
本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高雄海关关员收

贿案经8个月的侦办，案情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不但涉案人数破百人，甚至还有资浅的硕士关员
在应讯时哭诉，若拒收贿款，会被上司和同事排
挤，还有长官跟他说“做这行没人不拿钱的”。

高雄地检署从2013年4月开始侦办高雄
海关收贿案，前后发动搜索7次、搜索170处、
传唤150人，已有44名海关关员被羁押，涉案
之广，以及收贿行径之嚣张程度都令人咋舌
——海关人员就在大街上大方收下贿款，并放
进自己的口袋，整个过程全都被录了下来，成
为检调人员搜查的铁证。

目前检调已查出，高雄海关机动查缉队与旗
津分关集体贪污，帮助五金机械业者逃税达数十
亿元（新台币，下同），8年来关员收贿1200万元。

本报讯 据
台湾媒体报道，
南投县水里乡新
兴小学去年9月
启用新校舍，今
年新学期却面临
没有新生入学的
窘境。吾爱吾乡

协进会会长陈孟仪得知后，帮忙在脸书（face-
book）贴出公告称，南投县水里乡新兴小学急征
新生一名，这里有优良的师资与先进的教学设
备，还有接送小孩上下学服务，重要的是毕业时
要自备货车载奖品，希望有意愿的家长洽询。

对此，网友说，全年级只有一个新生，岂
不是每次考试都第一名？经过宣传，水里乡家
长产生兴趣，目前已有一名新生愿意就读，这
名家长将把小孩户籍从台北转到南投水里。

“小学急征新生一名”

课桌备好了课桌备好了，，却缺少学生却缺少学生。。

圆仔圆仔““帮帮””警方破了贩毒案警方破了贩毒案。。

本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现在
‘立法院’的‘调查权’是空的！”台“立
法院长”王金平11日呼吁，台当局不
应阻碍“立法院”有完整的“调查权”。
他并希望“立法院”成立“两岸事务处
理小组”，在两岸谈判时可“事前参
与”。

王金平提到，关于两岸谈判事
务，虽然“陆委会”会向“立法院内政委
员会”报告，“但这是表面工作。”“立法
院”迄今仍无法参与两岸谈判的真正
决策，所以“立法院”审查两岸服务贸
易协议时才会闹出那么大的风波。

国民党陷选举之争，民进党现路线分歧

蓝绿都在“窝里斗”
王金平建议“立院”
设两岸事务小组

本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圆
仔太火了，上周末两日，前往台北
动物园看圆仔的游客每天都超过
2万人。圆仔无忧无虑地卖萌，一
定想不到其“粉丝”中竟有毒贩！

据悉，绰号“猫熊”的熊姓男
子，与在酒店上班的陈姓女友一
起贩毒。因为女友爱大熊猫，熊
某为讨好女友，竟将贩毒代号改
成“来去看圆仔”、“几个人要去”，
甚至还指定到动物园附近交易。
警方经多日追查，11日逮捕这对
毒鸳鸯，当场查获准备交易的70
克 K粉、20颗摇头丸，并逮捕前
来批货的曾姓酒店干部等3人，
依毒品罪将他们全部送办。

“圆仔”竟成
贩毒暗号

蔡英文和谢长廷组成联盟的趋势越来越明朗蔡英文和谢长廷组成联盟的趋势越来越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