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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一觉，
玉兔二号醒了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1月 10日，“玉兔二号”结束了“午
休”被成功唤醒，继续展开对月球背面的
巡视探测。

此前，为了减少由于自身工作产生
的热量，“玉兔二号”择机进入了“午休”
模式，只保留部分分系统工作，移动等分
系统则停止工作。

自1月3日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以来，
“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
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等多
项任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记者10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
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来，由多个国家和
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
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
量探测仪和巡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
原子探测仪开机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将
通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回地面，中外科
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着诸
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器上的德国和
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置了荷兰低频
射电探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
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夜；我国在
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
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局测控
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此外，哈工大
环月微卫星“龙江二号”上的沙特微型成
像相机已于2018年6月成功传回了地
月合影。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
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机构
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索宇宙
的奥秘。 综合新华社、央视

由“嫦娥四号”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
摄的“玉兔二号”在A点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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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档案 杨宏明，1910 年
出生，湖北黄安

（今红安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连长、营
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宏明奉命到华
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月
任八路军第129师补充团副团长。1940
年6月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1军分区司
令员。参加百团大战，战功显著。1941
年秋至1942年春，调任冀南军区第4军
分区司令员。

1941年秋，日军对杨宏明所部驻地
一带发动大“扫荡”，杨宏明带领部分战
士到邢济路北作战。不久，驻在济南的
伪军冯二皮部带领3个团，在临西建立
了十几个据点。

1942年4月，杨宏明奉命率两个团
攻打伪军占据的马鸣堂村，在战斗中，他
亲临前线指挥，并爬上房顶用机枪扫射
敌人，战斗胜利结束，冯二皮部大部被
歼，余者溃窜。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于4月29日纠集
大量兵力向杨宏明部发动围攻。杨宏明
准确判断敌情，指挥部队声东击西，沉着
应战，经奋力拼杀，成功突围。在突围中，
杨宏明中弹牺牲，时年32岁。 据新华社

杨宏明：
中共抗战英烈

公安部日前部署各地公安机
关总结经验、分析研判形势，切实
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对以暴力
方式影响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安全
驾驶的，一律依法立案侦查，对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这是记者从9日至10日在京
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公交车安全防
范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
深刻反思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
坠江事件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找准
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全面构建
立体化智能化公交车安全防范体
系。要全面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
区隔离设施，推动有关部门结合本
地实际通过出台企业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等多种形式，统一安
装标准，明确技术要求，抓紧组织
实施。要严格落实公交车乘务管
理人员配备要求，加强培训管理。
要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
合出台的有关指导意见，狠抓执法
打击，切实教育警示公众、震慑遏
制犯罪。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
行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依
法立案侦查，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等治
安管理处罚。要切实提升公交车
司乘人员防范处置能力水平，规范
应急处置操作规程。要加强防范
教育、群防群治、警示宣传，努力引
导公众树立“平安公交人人有责”
理念。

同时，要推动落实市县党委政
府领导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
运营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
按要求、时限落实到位；推动将公
交车安全防范纳入综治考评，对因
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发生重特大
案事件的地区，提请实行一票否
决。 据新华社

以暴力方式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
公安部:一律立案侦查

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
招待会举行

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10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出席并致辞。

王岐山说，40年前，中美两国领导
人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非凡的
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气，作出中美
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掀开了中美关系新
的一页。回望40年，中美关系历经风
雨，砥砺前行，取得当年人们难以想象的
巨大成就，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
益，也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王岐山指出，近期习近平主席和特
朗普总统成功会晤、通电话，并就中美建
交40周年互致贺信，积极评价40年来
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为双方推动中
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始
终牢记中美建交的初衷，坚持协调、合
作、稳定的基调，更好造福两国、兼济天
下；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坚持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和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尊
重彼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要适应
新的现实，不断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
深化和推进务实合作，让两国人民有更
多获得感；要秉持开放的胸襟，顺应两国
人民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积极鼓励各
界扩大交往，进一步夯实中美关系民意
和社会基础。

王岐山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
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必将从中国的发展
进步中获得更大机遇和利益。据新华社

夫妻分道扬镳
她曾被称为

拯救贝索斯的女人

贝索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想
向公众告知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
情。我们的家人和亲友已经知道了这
个消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对爱的探
索和分居之后，我们已经决定离婚，未
来将作为朋友继续生活下去。”

多年来，面对纽交所的大屏幕，
贝索斯总能记起自己在1994年走出
华尔街的那个下午。

就在1993年，担任基金交易管
理公司D.E.Shaw副总裁的贝索斯，
面试了一位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的女学生。录取之后，两人的办公室
比邻而居，彼时23岁的麦肯齐“整天
都能听到那个响亮而独特的笑声”，
她坦言：你怎么能不爱上他？

从相恋到结婚，他们仅花了6个
月的时间。1994年，贝索斯在妻子
的鼓励上，搬着纸箱走出纽约城西
45大街120号 40层，奔赴西雅图。
彼时互联网使用人数每年以这个速
度爆炸增长，他嗅到了商机。

从白手起家到而今横跨世界的电
商帝国，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25年，
麦肯奇也曾被媒体称为拯救贝索斯的
女人，如今却分道扬镳，让人愕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
行为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升对公共
交通安全秩序的法律保障力度。

近年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夺方
向盘、殴打驾驶人员等妨害安全驾驶的
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
全，有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问题。特
别是2018年重庆市“10·28”公交车坠江
事故发生后，引起全社会强烈关注，加
强公交司机安全防护、严惩妨害安全驾
驶违法犯罪行为的呼声高涨。为依法
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全面汇
总分析近年来妨害安全驾驶刑事案件

的发案数量、涉案罪名、判处刑罚、行为
表现、案发环境、危害后果等情况的基
础上，起草印发了意见。

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
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
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对于乘
客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
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危
险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按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并强调
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
用缓刑；具有“持械袭击驾驶人员”等几
类特定情形的，予以从重处罚。乘客针
对其他人员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妨害交
通运营秩序、影响行车安全的，根据具
体情况分别适用寻衅滋事罪或者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意见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处置妨害安全驾驶
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的，以
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
同时，鉴于实践中少数驾驶人员与乘客
发生纷争后不能理性应对，而是违规操
作或者擅离职守与乘客发生冲突，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意见规定对实施此类行
为的驾驶人员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此外，为鼓励公共交通
工具的乘务人员和乘客与妨害安全驾驶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及时制止侵害驾
驶人和乘客的行为，采取紧急措施避免
严重危害后果发生，意见还就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作出了原则规定。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
综合考虑公共交通工具行驶速度、通行
路段情况、载客情况、妨害安全驾驶行
为的严重程度及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
害大小、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
全面准确评判，充分彰显强化保障公共
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同时，要强化宣
传警示教育，通过发布案件进展情况、
以案释法、褒扬见义勇为行为等方式，
向全社会传递公安和司法机关坚决惩
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
提升公众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
意识。 据新华社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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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亚马逊CEO
贝索斯宣布离婚

美国当地时间1月9日，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创始人、CEO贝索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消息称，公
布了和妻子麦肯齐离婚的消息。

现年54岁的杰夫·贝索斯与48岁的麦肯齐·贝索斯已经结婚25年。
消息一出，震惊四座。在亚马逊赶超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后，贝索斯已坐拥约1370亿美

金。考虑到贝索斯巨额的财富和资产布局，两人的离婚也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和影响。
或许，这将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一笔离婚案——若是平分身家，麦肯齐将获得约685亿美金的资产，跃升

为全球女首富。而财富缩水的贝索斯，会不会丧失亚马逊控制权，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目前，贝索斯持有的亚马逊股票约占公司的16%。为了分割这笔庞大的财富，他极有可能采取出售或股

权质押的方式，而这一行为将稀释他对亚马逊的控制权。处理过多单亿万富翁离婚案的律师Jeffrey Fisher
（杰弗里·费雪）表示，麦肯齐很可能希望家庭财富继续增长，所以她不太可能推动这项解决方案。

2018年10月3日，《福布斯》杂志发布2018年度美国富豪400强榜单，杰夫·贝索斯以净值1600亿美
元的身家取代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问鼎榜首。这是自1994年以来福布斯榜首首次易主。

“分家费”史上最贵？
法律界人士：不一定

“分家费”怎么算
妻子可能分走

685亿美元净资产？

贝索斯夫妇生活在美国华盛
顿州，那里也是亚马逊总部所在
地。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如果贝索
斯夫妇在华盛顿州提出离婚，那么
他们在婚姻期间所累积的所有资产
和债务都将被视为共同拥有。法律
规定，除非两人定有婚前协议，否
则这些资产将被公平分配。目前
尚不清楚，贝索斯夫妇是否签有婚
前协议。

位于西雅图的离婚律师大卫·斯
塔卡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表
示，公平分配并不总意味着把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为50：50。

斯塔克说，在部分典型案例中，
法院为了让夫妻双方在未来长期时
间内达到平衡的基础，会采用平衡资
产的做法。例如，如果配偶某一方有
更多的收入潜力，那么这人将会收到
更少的资产。

但斯塔克也表示：“当你已经
是亿万富翁时，法院似乎不太可能
花时间计算谁在 10 年后会更富
有。”

如果按照对半分配，贝索斯的妻
子可以分得685亿美元的净资产。

亚马逊怎么办？
贝索斯会不会

丧失亚马逊控制权？

而对亚马逊股东来说，他们更关
心的是离婚会如何影响贝索斯对公
司的控制权。

有专家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
示，很难想到有参照的案例。过去还
没有哪一个有这么大影响力的公司
创始人与其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陪
伴在身边的配偶离婚。

唯一可以想到的一个人是媒体
大亨默多克。但据媒体报道，他在离
婚前签有协议。乔治梅森大学法律
助理教授约翰·奈兰德表示，在这种
情况下，贝索斯很难在不动亚马逊股
权的情况下与妻子分割财产。

奈兰德介绍，通常情况下，CEO
可以通过将其他财产留给配偶来避
免拆分股份，例如房地产和其他财
产，但贝索斯将全部的财富都投入
了亚马逊，“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
要如何看待这么庞大的财产。我猜
测，他的配偶能获得亚马逊一定数
量的股份，所以这将改变亚马逊的
实际控制权。”

这就意味着，亚马逊需要找到一
个新的股权结构以保证贝索斯仍然
拥有足够的投票权。

贝索斯受影响？
专业人士：

股东只会关心冗长的诉讼

股东们或也会担心，亚马逊
CEO经历一段艰难的个人状况时的
精神状态，但一位专家指出，贝索斯
的巨额财富可能是一项缓解因素。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拉
克尔专注于公司治理，他在2013年
的一份研究论文中指出了CEO离婚
可能会影响股东的方式。一些在离
婚中需要剥离个人资产的CEO，可
能会在公司业务中开始规避风险。

“假设有一个身家1000万美元
的人，把一半身家分给自己的配偶，
那么他的财富就会降到 500 万美
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认为你的
钱少了，这可能会导致你采取更多规
避风险的决策。”他补充道，“我认为，
在贝索斯的案例中可能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确信这里的数额对你和我来
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婚姻律师协会主席皮特·瓦
尔策表示，“股东唯一需要关心的问
题是冗长的诉讼。”

但瓦尔策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从发布公告的方式和基调来看，我
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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