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5 日 叶科技日报曳消
息 院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渊NASA冤官网消息袁日前袁该机构
的野洞察冶号火星着陆器已将地
下热量探测仪成功设置在火星
表面袁距离此前设置的地震计约1米远遥

报道称袁接下来袁这个温度

测量装置的热探头将从火星表
面下探至 5 米左右深度遥 火星
内部温度与地球不同袁NASA 喷
气推进实验室副首席研究员休
伊窑斯莫尔卡说袁该装置旨在测
量火星 野体温冶 及内部的热流
动遥 野洞察冶 号于去年 11月 26
日在火星艾利希平原成功着

陆袁执行人类首次探究火星野内
心深处冶的任务遥 它搭载了 3部
主要科学仪器袁 其中地震测量
仪和温度测量装置需部署在火
星表面袁 而旋转和内部结构实
验仪无需单独部署袁 它已经开
始收集探测数据遥

房琳琳

野洞察冶号在火星放野温度计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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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 叶科技日报曳消
息院 据报道袁 预计今年 7 月袁
野蛟龙冶号载人潜水器新母船野深
海一号冶将执行科技部重点研发
专项野蛟龙冶号载人潜水器科学
应用与性能优化研究任务袁和技
术升级后的野蛟龙冶号在马里亚
纳海沟开展为期约 40天的适配
式海试袁预计下潜深度 7000米袁
共 10个左右潜次遥

野蛟龙冶号从完成研发至今
已 10余年袁部分设备性能下降袁

同时袁经过百余次下潜袁部分安
装设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袁
个别部件和设备经过了多次修
复袁 总体性能受到一定影响袁安
全风险升高遥 按照要求袁潜水器
每隔 10年须进行大修袁 以保持
其先进的作业能力遥 野蛟龙冶号大
修主要包括全系统勘验与拆检尧
设备检验尧故障修复尧全系统复
装尧陆上联调尧水池试验等袁技术
升级主要包括框架结构优化尧控
制系统升级尧测深侧扫声呐升级

等遥经过为期一年的大修与技术
升级袁野蛟龙冶号已完成总装及陆
上联调袁 技术状态具备转段条
件袁即将进入水池试验阶段遥 通
过大修与技术升级袁野蛟龙冶号具
备了一些新功能院机械手有效作
业半径提高了近 30厘米袁 作业
范围扩大袁取样能力增强曰升级
后的控制系统精度提高袁目标搜
集效率大幅提高曰测深侧扫勘查
精度提高遥

陈瑜

野蛟龙冶号 7月重返马里亚纳

本报讯 2 月 18 日袁 金坛
区中小幼学生迎来了 2019年首
个开学日袁结束了寒假的孩子们
欢快地回到校园袁沉寂了一个假
期的各个校园又热闹起来袁孩子
们重新背起书包袁带着春的气息
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袁广大师
生们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袁迎接新
学期的到来遥

刚刚度过寒假袁如何引导学
生尽快收心袁投入到新一年的学
习中,成了开学第一天的首要工
作遥金坛区城西小学的办法是组
织学生在中午抽出时间袁 进行
野静读冶遥 野静读是我们学校的传
统袁 即使是一年级的小朋友袁经

过上学年的培养袁已经养成了良
好的阅读习惯袁到了时间能够自
觉的选择阅读书刊袁坐在位置上
安静的读书遥 冶区城西小学校长
张立俊告诉记者遥 野寒假比较短袁
不少孩子从进校的状态来看都
还不错遥 冶张校长介绍袁野让孩子
们尽快耶收心爷袁学校和家长要形
成合力遥 冶在开学前几天袁各个班
的班主任已与家长们进行前期
沟通袁包括对孩子们的寒假作业
检查辅导尧引导孩子们的作息规
律以及制定好配合孩子们上学
的家庭时间安排遥

此外袁不仅仅是学生需要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袁区城西小学

也引导老师进行野收心冶工作遥寒
假期间袁 学校为每位在职教师尧
校领导都确定了阅读尧学习的书
籍目录袁 开学后集体进行研讨袁
以便帮助教职工更快的进入工
作状态遥

区城西小学的开学第一天
以野稳冶度过袁而常州市第二十四
中学金坛分校 渊段玉裁中学冤则
注重开学仪式感袁开设野创意开
学冶遥 老师们租赁了几套 野网红
猪冶的玩偶服袁在校门口迎接学
生们的到来袁学校还在教学楼入
口处设立了一块 野小猪佩奇冶拍
照立牌袁学生与家长们纷纷与之
合影留念遥该校执行校长卢凌告

诉记者袁师生们回校后袁共同合
作给教室野打扮冶起来迎元宵袁在
门口贴对联尧贴窗花袁元宵节当
天还将举办猜灯谜尧包元宵的活
动遥 各班班主任为每位学生精
心准备了野开学红包冶院里面是
一张卡片袁 一面是新学期的课
程表袁 一面是老师对学生们新
年寄语遥 卢校长说院野我们希望
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学生院 学校
也是他们的家袁 让学生开开心
心回到学校袁不是仅仅生硬尧死
板的回校交作业袁 这样能帮助
学生更加自然尧 迅速从寒假模
式调整到学习模式遥 冶

此外袁 新学期伊始袁 许多

学校还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袁
通过课间活动尧 班会等形式提
高学生的安全意识遥 开学前几
天袁 各学校便按照教育部门的
要求对学校环境尧 安全设施等
开学准备情况进行了全方位指
导检查袁 保障学生安全顺利开
始新学期遥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金坛
分校渊段玉裁中学冤执行校长卢
凌说院野我们寒假期间就进行了
安全排查袁初十上班后从学校安
全尧食堂尧运动设施尧饮水安全等
多方面进行硬件检查和更换袁全
方位保障学生安全遥 冶

李蕾 汪强

“开学第一天”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2月 15日 叶经济日报曳消
息院野办税缴费也能用手机扫
码交钱了袁办税就像网购一样
方便袁账户余额不足也不用再
跑银行啦浴 冶广东中山市一家
企业的办税员赵女士申请代
开发票时发现账户资金不足袁
野尝鲜冶 使用手机扫码支付缴
纳税款袁整个缴款过程不过几
秒钟遥

近日袁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以及
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的要求袁国
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
合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正式
上线野云缴税冶野云缴费冶服务袁
在全国首创 野移动支付+实时

入库冶缴税渊费冤模式袁形成支付
多元化尧税费全覆盖的电子税
务新生态遥

据了解袁 该项目的技术领
先性体现在两个 野全覆盖冶和
野实时入库冶上遥 两个野全覆盖冶
是指缴费方式全覆盖尧税渊费冤
全覆盖遥 一方面袁 移动支付覆
盖了所有主流移动支付缴费
方式袁纳税渊缴费冤不再局限于
签约扣款尧POS刷卡尧银联支付
等方式袁还可以通过聚合支付尧
微信尧支付宝等多种快捷的移
动支付方式缴纳税渊费冤遥 另一
方面袁移动支付覆盖了所有税
种尧费种遥

郑杨

手机扫码就能办税缴费

2月 15日叶人民网曳消息院
近日袁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冶
事件持续发酵袁北京大学及北
京电影学院均就此事作出回
应遥 情况说明表示袁学校已聘
请校外专家袁对有关材料进行
初审遥 目前已进入正式调查阶
段并通知翟天临本人袁相关问
题一经查实袁 将严肃处理袁绝
不姑息遥 调查进展情况将陆续
向社会公布遥

随后不久翟天临在微博发
表致歉信遥 他自称袁虚荣心和
侥幸心让我迷失了自己遥 是他
的不当行为袁让学校声誉被连
累尧让学术风气被影响尧让公
众的信任被辜负袁深感自责和
内疚遥 同时袁他表示配合学院

一切调查袁申请退出北大博士
后遥 晚间袁 北京大学发布了关
于翟天临野涉嫌学术不端冶事件
的说明遥 说明表示袁 已启动对
翟天临野涉嫌学术不端冶事件的
调查袁作出了初步认定和处理袁
并与翟天临本人进行了沟通遥
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直持零
容忍态度袁将依法依规按程序
处理遥

此前袁 演员翟天临被曝出
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在
读期间袁发表的一篇学术性质
文章有疑似抄袭行为遥 他在直
播互动中称 野不知什么是知
网冶袁被疑野博士学位掺水冶袁引
发网友热议遥

何淼

北大尧北影回应野翟天临学术不端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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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叶新京报曳消息院
中国大陆地区考生的雅思平均
分集中在 5.5和 6.0分袁6.0分及
以上考生接近半数遥其中袁口语尧
听力和写作能力都与全球平均
水平的差距较大遥 日前袁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发布叶2018中国大陆
地区雅思考生学术表现白皮书曳
披露了中国考生在听尧说尧读尧写
各单项的学术情况遥

根据报告袁2017年中国大陆
地区学术类雅思考生平均分为

5.72 分袁比 2012 年渊5.56 分冤有
所提升袁学术类雅思考生阅读能
力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袁其余三
项能力与全球平均水平均存在
一定差距袁口语最为薄弱遥

从地域分布来看袁学术类雅思
考试中袁上海尧江苏尧湖北尧浙江尧四
川尧 北京尧 重庆处于第一梯队渊6.0
分冤袁湖北尧浙江尧四川尧北京和重庆
是今年首次进入该梯队曰培训类雅
思袁上海尧北京的考生处于第一梯
队渊6.0分冤遥其中袁上海的中学雅思

考生听尧说尧读尧写四项能力依然位
居全国之首遥 白皮书显示袁中国大
陆 19-22岁的雅思考生依旧占主
流袁18岁以下的雅思考生已经超
过 23-25岁的考生成为第二大年
龄群体遥 在雅思考试的具体用途
上袁88.6%的考生参加雅思考试的
目的是出国留学遥 以检测英文水
平尧国内入学尧求职等国内用途为
目的考生人数逐渐增加袁比例达到5.3%袁首次超越申请移民及出国工
作的群体占比遥 方怡君

雅思白皮书：

中国学生听力口语写作低于全球平均分
2月 18日下午,区朝阳小学举办寒假实践作业展示袁学生

们纷纷展示自己做的灯笼和年俗小报等手工作品遥
李蕾 高慧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