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些许波折后，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
球组网卫星23日上午顺利升空。作为北斗
全球系统的“收官之星”，这颗卫星的成功发
射，标志着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的星座部署提
前半年圆满完成。

自 20 世纪北斗工程启动以来，中国北
斗人秉承“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
北斗”的发展理念，在具备亚太地区区域服
务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成了覆盖全球的
卫星导航网络，力争“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享受北斗提供的满意服务”。

由光耀亚太到覆盖全球，中国卫星导航
事业就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这是面对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卫星导
航技术，北斗人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2
年多，18箭，30颗星，北斗高密度发射组网
连战连捷，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的“中国速
度”。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导航卫星系统，
首次实现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差分增强
三种服务融为一体，北斗对全球用户提供强
大的服务能力。

这是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和新一轮科
技产业革命，北斗人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
案。同为导航系统，中国北斗与其他系统
必然存在竞争，但绝不是“战争”。相比只
有一套系统，多种系统的兼容共存提高了
导航可靠性和精确度。中国北斗的加入，
更使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使用卫星导航
数据多了一种选择，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互
联互通。

目前，北斗已向上百个国家提供服务，
用户数量达到“亿级以上”水平。更稳定、更
精确、更开放的中国北斗，将为企盼共同发
展、企盼科技改善生活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
的体验，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北斗让世界再次看到，以智慧和
汗水浇灌，持共赢共享的胸怀，一个和平美
好的地球充满希望。

让中国分享惠及全球，让中国智慧拥
抱世界。中国北斗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上，散发出更加耀眼的
光芒。 据新华社

北斗之光：让中国智慧惠及全球
□ 李国利张汨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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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嗅探”盗空银行卡
机构失责不能让个体买单

□蒋璟璟

封 面 评 论

日前，“手机验证码已被骗子利用转
空银行卡”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警
方调查发现，有犯罪分子利用模拟基站
信号，拦截手机验证短信，完全不用你的
配合，就能刷空你的银行卡。这种诈骗
方式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媒体大规模报道
了。2019 年 6 月，郑州某小区 10 多名居
民就集体遭遇过“短信嗅探”盗刷，银行
卡被盗 10 多万。

一般印象中，电信诈骗总还有个“挖坑
设陷，步步做局”的过程，而“短信嗅探”直接
省去了上述前端环节，这相当于是隔空明抢
了，堪称防不胜防！

这波操作手法虽然玄乎，原理却不难理
解：犯罪分子在被害人家附近通过嗅探的方
式嗅取了用户的动态验证码。在 2G 状态

下，手机加密技术相对简单，比较容易破获，
当手机处于2G状态时，嗅探技术就在中间
截获数据包。虽然说现在4G已经普及，5G
也已经开始推广，但是不法分子仍可以通过
信号干扰的手段让信号突然变为2G，从而
嗅探用户数据……应该说，这已经超越了用
户个体“小心防范”所能应对的范畴，而更多
只是无能为力。

应对和预防“短信嗅探”，必须且只能依
靠相关商业机构和公共部门筑牢防线。银
行的转账验证、反骗设计，是不是科学合
理？电信部门抵御外部破解和干扰的技术
能力建设是不是到位？这些都是必须要重
新评估的。若履责不到位，则必须为用户的
经济损失买单兜底。这合乎法理，且必将在
司法实践中得到确认。

从最初的陈春秀案，到接档的王丽丽
案，再到爆出两年两百多人大面积“窝
案”……山东冒名顶替上学事件，最近不断
刷新公众认知。

这还仅是山东，国内其他地方是否存在
“被冒名”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严查类似
“积案”，应被主管部门尽快提上日程。只有
全国联动，遍翻旧账，制度性彻查追责，才能
平息质疑，回应关切。也只有统一善后代偿
标准，才不会有个别失职者以“无此先例”为
由，推诿卸责，大肆甩锅。比如陈春秀案，山
东理工大学就以“无此先例”为由，拒绝其重
新入学要求。

这样的脑回路及心理素质，超出公众想
象。本来，冒名者顶替入学，校方只要有基
本责任心，稍加核查，就会发现“货不对
板”。或者，较真多盘问下底细，或多打个电
话到原籍核实，这样的错漏本不会发生。

因校方入学把关问题，导致受害者十六
年人生被偷甚至被毁，稍有耻感和担当，都

该积极寻求谅解和善后代偿，尽力将遗憾减
至最少。可是，面对陈春秀“复读”申请，本
是修复声誉绝佳机会和挽救形象的公关广
告，但山东理工竟大言不惭，一句“无此先
例”，推得干干净净。

不由让人感慨，为何王丽丽案中，冒名
者同事认为维权“做太绝”“两败俱伤”。可
见在当地，有一种“毒”深入肌理。外界雷霆
震怒，内里毫无触动。

好在，经过网友苦口婆心“普法”，山东
理工不管是为舆情灭火，还是真的态度转
变，终于表态“将努力帮她实现愿望”。但，
这不是受害人“通过媒体表达就读意愿”，
而是恢复本来的受教育权——当年已考
取，因校方失职才未能入学。所以，如今

“复读”对她是行使权利，对校方是迟来的
救赎，是补历史欠账，而非迁就舆论的“格
外恩赐”。如果学校连这点救赎代偿意识
都没有，那即便恢复学籍，也是应付舆论，
难保不再出岔子。

陈春秀“复读”
是恢复权利而非恩赐

□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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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7:30-20:00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井坝村、双泉村、天平村（涉及
停电用户711户）
6月30日 7:30-20:00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井坝村、双泉村、天平村（涉及
停电用户711户）
6月24日 8:00-18:00

成都市双流区彭镇燃灯
社区部分、金湾社区、木樨社
区、羊坪社区、常存社区（专变
27 台 、公 变 73 台 ，低 压 用 户
6927户）
6月24日 6:00-21: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怡和花
苑、平安政府公变龙都南路部
分（高压用户 15 户、低压用户
560户）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

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
热 线 ”，或 下 载“ 掌 上 电 力 ”
APP 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
总开关，避免突发停送电源
造成室内电器受损或电脑数
据丢失。

3.有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
停电期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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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检修计划

热 点 评 论 微 评

新增病例数降
警惕性不能降

□ 关桂峰

将禁毒工作
进行到底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对禁毒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必须一如既往、
坚决彻底把禁毒工作深入进行
下去。

当前，境内和境外毒品问
题、传统和新型毒品危害、网上
和网下毒品犯罪相互交织，毒
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
重危害。毒品一日不除，禁毒
一刻不止。全民禁毒，人人有
责。让我们行动起来，坚决向
各类毒品说“不”，形成禁毒斗
争强大合力，共同打好禁毒这
场必须赢的人民战争。

据新华社

因传播低俗庸俗内容，虎
牙、斗鱼等10家网络直播平台
近日被有关部门依法约谈，部
分违规网络主播被“拉黑”。近
年来，一些直播平台乱象频发，
既污染网络生态，更败坏社会
风气，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
网络空间是网民共同的精神家
园，容不得低俗之风野蛮生
长。有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
手，依法进行整治，才能让行业
发展健康有序，让网络空间天
朗气清。 据新华社

21日0时至24时，北京
市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9例。在持续八天
两位数增长后，北京新增病
例数首次降到个位数。专
家判断，当前北京疫情已处
于“平稳期”。这一消息令
人备受鼓舞，但也提醒我们
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不可
有松劲心态。

9例，来之不易！自6月
11 日报告本地新增确诊病
例以来，北京进入“战时状
态”，采取一系列快速、科
学 、精 准 、有 效 的 战 疫 措
施。北京成功在最短时间
摸清了疫情传播的底数和
重要风险点，重点区域精准
施策阻断传播、密接人员流
调溯源细致排查、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医护人员、社区
工作者、干部群众始终奋战
在一线……

9 例，不能沾沾自喜！
这不代表今后一段时间北
京新增病例数不会反弹，更
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松松劲、
喘喘气。专家判断，“平稳
期”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新
病例的发生，确诊的人数会
新增并且持续一段时间。

一旦思想麻痹、心理
“失守”，“风险”可能随时降
临。未来新增病例的发展
曲线是向上，还是向下，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
疫态度！这要求我们始终
盯紧抓好中高风险街、乡、
农贸市场、超市、餐馆、食堂
乃至食品企业，以及各大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疫
情防控的重要场所和关键
节点，不能留下任何漏洞、
死角，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
能的病毒传播点。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都不
能放松。在当前这一关键
阶段，要坚决杜绝侥幸心
理、松劲心态。

正如专家所言，有些地
区没有病例不代表没有病
毒，还可能有无症状感染者
的存在。

当前，北京遏制了疫情
蔓延的势头，向好发展态势
清晰。但是也须清醒认识
到，首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如果我们掉以轻
心，疫情随时可能反复。我
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尽一切
努力将疫情防控关口往前
移，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要进一步压实“四方责
任”，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紧
盯重点部位和关键节点。
相信有前期抗疫经验以及
迅速果断有效的措施，只要
我们一鼓作气，慎始慎终，
就一定能取得抗疫的最终
胜利！ 据新华每日电讯

狠刹网络直播
低俗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