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四号将搭载4台国外科学载荷
计划2018年前后着陆月球背面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李松 白国龙）中国计划于
2018年发射的嫦娥四号，将搭载荷兰、德国等国低射频电探测仪
等 4台科学载荷，共同飞赴月球，探索宇宙科学奥秘。这有望成
为世界上首个在月球背面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记者在 2017年全球航天探索大会中国专场全体会议上获
悉，嫦娥四号任务已确定搭载荷兰低射频电探测仪、德国月表中
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瑞典中性原子探测仪和沙特月球小型光
学成像探测仪4台国际合作科学载荷。

这4台国际合作科学载荷由中国探月工程总体单位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按照技术指标先进性、科学目标创新性等原则，面向全
球征集，集中体现了各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将有助于科学家
获得月球空间低频电磁波环境背景分布变化信息，利用月表粒子
实测数据精确分析月壤、岩石水含量，并有望解决月表能量中性原
子和正离子等相关的国际前沿月球科学问题，开辟空间天文学探
测研究的新疆界。

同时，利用月球背面区域可屏蔽地球无线电干扰等独特优势，
各类科学载荷将共同实现月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月球背面
巡视区形貌和矿物组分探测与研究、月球背面巡视区浅层结构探测
与研究等方面的科学目标。通过发射月—地数据中继卫星，嫦娥
四号任务将在国际首先实现地月之间的测控和数传中继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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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
系经历风雨、砥砺前行，给两国人民带来
了巨大利益，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
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国将坚持和平
发展、开放发展，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

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开展交流和合作的领
域更加广泛。双方要加强沟通、拓展合
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地方交流合作是中美关
系的重要支柱，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近年来，两国地方交流合作蓬
勃发展，成果丰硕。中美两国省州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创造更多合作亮点，把地

方交流和合作打造成中美关系发展新的
增长点，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加州在美国
具有重要经济社会影响，希望加州能为推
动中美地方交流，促进两国在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作出更多贡献。我
们欢迎加州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布朗表示，加州珍惜同中国的传统友
谊，加州政府长期致力于同中国地方政府

积极对话与合作。我十分赞赏习近平主
席今年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的
重要演讲，加州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加共
建“一带一路”，期待加强同中国地方在经
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合作，
推进人文交流，为美中关系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创造更多合作亮点
《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印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民
行动“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支持
边境地区加快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规划》从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六个方面主要任务。一
是围绕强基固边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加强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水利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二是围绕
民生安边全力保障和改善边境地区民生，精准推进边境贫困人口居
边脱贫、全面改善边民居住生活条件等。三是围绕产业兴边大力发
展边境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推进特色优势农业、特色加工制造业、特
色服务业发展，推进边境地区产业园区发展。四是围绕开放睦边着
力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推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
动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等。五是围绕生态护边加强边境地区生
态文明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六是围绕团结稳边通力维护
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固，共建和谐边疆。

31名在赞比亚遭关押
中国公民昨日获释

据新华社卢萨卡6月6日电（记者 彭立军）据中国驻赞比亚使馆
消息，当地时间 6日上午，31名被赞比亚关押中国公民从恩多拉一
监狱获释。他们将乘坐下午的航班返回国内。

当地时间 11时 30分，恩多拉移民局将 31人接出监狱直接送往
恩多拉国际机场，31人将乘坐下午 3时 30分的 ET871 航班回国。
31人现已办完登机手续。

6日上午，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政务参赞陈世杰和领事部主任赵
民以及赞比亚中华商会和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代表再次赶赴恩多
拉移民局与赞方交涉，随后领事部主任赵民在华侨华人总会铜带省
分会会长王新陪同下赴监狱再次探望在押中国同胞。

近日，赞比亚移民局以涉嫌非法购买铜矿原料为由将铜带省31
名中国公民强行关押。

多个国家5日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
活动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为由，宣布与其
断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对这一事
件，伊朗、科威特等方面表示，断交无助于
解决问题，呼吁各方克制并通过谈判解决
分歧。

就沙特、阿联酋、巴林宣布与其断交，卡
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和震惊，
认为此举毫无缘由。声明说，卡塔尔是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员国，遵
守宪章，尊重其他国家，从不干涉其他国家内
部事务，履行着反对恐怖主义和激进行为的
义务。不过声明没有直接提及埃及。

卡塔尔与沙特、巴林等国一直不睦。近
年来，卡塔尔在中东地区支持穆斯林兄弟

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一些组织的
做法引起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埃
及、沙特等多国与其关系紧张。分析人士认
为，卡塔尔与被沙特等逊尼派国家视为“宿
敌”的伊朗走近，更是导致此番中东多国与
其断交的直接原因。

对5日的断交风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加塞米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政治与和平手

段、直接和透明的谈判是解决卡塔尔和沙
特等国之间分歧的唯一办法。

据报道，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定于6
日访问科威特，并将与科威特埃米尔萨巴
赫就中东局势举行磋商。科威特驻约旦大
使馆当天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
息，表示双方将就断交事件交换意见，共同
寻找解决办法、降低负面影响。声明说，两

国希望能从阿拉伯国家人民及所有穆斯林
的利益出发，在阿拉伯世界谋求共识。

舆论认为，多国先后与卡塔尔断交使
海湾国家内部甚至中东地区国家间的矛
盾公开化。对卡塔尔的伊朗政策施压也
凸显了阿拉伯国家在对伊问题上“站队”
的重要性，势必将对叙利亚危机、也门危
机等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激发地区矛盾和
分裂，不利于地区整体的安全与稳定。不
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与卡塔尔未
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非没有可能。目
前，同为海合会成员国的科威特没有与卡
塔尔断交，并已表达从中斡旋的意愿，为
未来关系转圜留下了余地。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6月5日，在英国伦
敦，人们参加纪念活动，
悼念恐怖袭击中的遇难
者。 新华社发

伦敦举行活动悼念恐袭遇难者
英国警方公布恐袭嫌疑人身份

英国警方5日公布了两名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嫌疑人的身份，其中一人曾被
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未受严密监视。

回顾上月的曼彻斯特体育馆恐怖袭击和3月的英国议会大厦恐怖袭击，其
袭击者也都曾被调查或举报。这一情况引发舆论质疑英国警方和情报机构的
工作是否存在疏漏。

身份公布
3日晚，伦敦泰晤士河上伦敦桥附近发

生连续袭击事件，一辆货车冲撞行人，袭击

者随后弃车并持刀伤人，警方在袭击发生

后8分钟内，将3名袭击者击毙。目前袭击

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48人受伤。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次日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警方5日公布两名袭击者的身份，分

别是 27岁的胡拉姆·沙扎德·巴特和 30

岁的拉希德·拉德万，其中拉德万可能是

摩洛哥人或利比亚人。两人都住在伦敦

东部郊区的巴金镇。警方称正试图确认
第三名袭击者的身份。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特曾在伦敦
地铁等公司任职，而拉德万是一名厨师。

曾遭举报
美联社报道，巴特的邻居埃丽卡·加

斯帕里去年举报巴特教唆当地儿童参加
极端组织活动。“他一直（对这些儿童）谈
论‘伊斯兰国’，我非常生气。”

几名巴特的邻居5日称，在一部名为
“隔壁的圣战分子”的纪录片中，一个人

物似乎是巴特。这部纪录片去年曾在英
国电视上播出。

这些邻居说，纪录片的一幕显示，巴
特与其他几个人在伦敦的摄政公园进行
祷告，他们面朝一面黑底白字的旗帜，很
像“伊斯兰国”的旗帜。

但路透社援引两位巴特邻居的话
说，巴特平时挺友善、人不错。一位邻居
说，巴特“经常带孩子出门”，3日伦敦恐
袭发生几小时前，他还曾和巴特聊天，巴
特看上去精神不错；另一位邻居说，巴特
留长胡子、爱穿传统伊斯兰服装，没有流

露出极端主义倾向。

引发争论
伦敦警方6日说，依据巴特邻居的举

报，警方和负责对内情报工作的英国安全
局即军情五处都曾对巴特展开调查，但均
未发现有关巴特计划发动袭击的证据。

回顾英国近期发生的几起恐袭，袭击
者都有被调查或遭人举报的背景，而英国
警方和情报机构却未能有效制止其实施
行凶计划，这引发舆论批评。

新华社特稿

6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左）与黑山总理杜
什科·马尔科维奇（中）庆祝黑山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29个成员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日正式接纳黑山为第29个成员国。这是
该组织自2009年来首次东扩。黑山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奇当天在
华盛顿出席黑山加入北约的仪式。 新华社发

北约再次东扩
黑山成第29个成员国

卡塔尔遭“集体断交”
多方呼吁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塑料紫菜”谣言冲击波
今年 2 月 17 日，福建晋江“阿一波”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江收到同事转
来的一条视频。视频中有人将紫菜泡水
撕扯，继而用火烧，称该品牌的紫菜很难
扯断，点燃后还有刺鼻的味道，是“塑料
做的”。

“短短一周时间内，便有 20多个不同
版本的‘塑料紫菜’视频在网上爆发式传
播。仅涉及‘阿一波’品牌的视频就有 5
个。”晋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三中队副中
队长陈晓山对记者说。

“塑料紫菜”谣言出现后，“阿一波”公
司安排 3个小组专门接听电话，李志江本
人更是在两天时间里接了上千个电话，但
仍然无力阻止谣言在网络上呈几何式扩
散。从 2月 17日至 3月 28日，黑龙江、广
西、甘肃等地多家超市下架“阿一波”产
品，18家经销商退货，退货金额达 468 万
余元。

短时间内，谣言冲击波从消费者、超
市、经销商、加工厂一路迅速传至养殖户，
相关产业链受到打击。福建泉州南安市
的紫菜养殖户李强荣表示，近10年来紫菜
价格波动不大，基本上在1万元／吨左右，
很少有滞销，但“塑料紫菜”谣言出来后，
原料收购价格从 8万元／吨降到不足 5万
元／吨。“即便价格腰斩，我的合作社还有
18吨紫菜没卖出去。”李强荣说。

为维护群众、企业的合法权益，公安
部网络安全保卫局迅速部署福建、天津等
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晋江市公安
局成立专案组，分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广西贵港、福建福州和厦门、山东东营、辽
宁辽阳等地对涉案谣言视频进行侦查。
截至目前，福建、天津、四川、甘肃、青海等
地公安机关抓获拍摄谣言视频实施敲诈
勒索人员5名，制造“塑料紫菜”谣言人员5

名，传播谣言信息人员8名，“塑料紫菜”谣
言快速散播的趋势得到有力遏制。

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背后真相
“塑料紫菜”谣言因何而起？记者日

前在晋江市看守所采访了制谣传谣的犯
罪嫌疑人王某祥。

起初，王某祥因在吃馄饨时认为自己
吃到了“塑料做的假紫菜”，便联系生产企
业进行维权。“在沟通过程中，我起了贪
念，想要赔偿。”王某祥说，为了能要上高
价，他指挥自己的员工拍摄“塑料紫菜”视
频并上传到网络，同时威胁生产企业，要
是不给钱解决，他将继续在网上大量转
发。最终，企业迫于压力，不得已向其转
账了5.3万元试图平息事端。

“紫菜本身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韧性较好，但内地一些民众并不了解紫菜
与塑料在物理、化学性质上存在明显差
别。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造谣，不
明真相的人纷纷跟着转发。”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原副所长吴成业说。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张
宏业介绍，目前在网上传播食品安全谣言
的人一部分是为博取眼球、赚取热度，置
科学常识和实际情况于不顾，偷换概念、
歪曲事实，也有极个别人是为谋取不法利
益等目的对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在售食品

编造谣言，有意抹黑。
晋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杨剑

扬表示，一些造谣者善于使用吸引眼球的
语言和图片，满足受众猎奇心理。

记者调查发现，造谣者利用夸张、歪
曲的加工手段，模糊事实，频繁使用“有
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语言。此类谣
言因为与事实真相“鱼龙混杂”，较难甄
别，也不易取证，辟谣难度较大。

还有一些是旧闻翻炒，刻意抹黑。造
谣者以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为背景，将过去
发生的事情掐头去尾改头换面，改变日期
或将日期模糊或删除，误导公众。

有些造谣者对影视片段进行配音配
文，制成戏谑嘲讽的图片视频，抓住年轻
群体猎奇心理重的特点，形成裂变式传
播。此类谣言的危害比较隐蔽，看似无伤
大雅，但在“笑点”的提炼过程中，改编事
实，打趣调侃主流观念，形成消极负面的
认知惯性，后续效应很长时间都难以消
除，且一旦出现类似事件，还会再次成为
传播热点。

共同捍卫“舌尖上的安全感”
“网络谣言制造门槛低，经微信群、朋

友圈、公众号、网上论坛、微博等转发后，
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陈晓山表
示，由于取证难、溯源难，侦破食品安全网

络谣言案件并非易事。
专家表示，治理食品安全网络谣言，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良好舆论环境，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继续加大对食
品安全谣言的打击整治力度。根据刑法，
捏造并散布虚假食品安全谣言造成严重
后果的，可能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罪、寻衅滋事罪等多种犯罪，公安机关
将予以严厉打击；对于制造、散布食品安
全谣言，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作出治安处罚。

“相关互联网企业要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对新出现的、翻新的谣言，要第一
时间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阻断，清理、删除
虚假不实信息。”张宏业说，广大群众也应
注意理性、文明上网，注意辨别各类网上
不实信息，自觉抵制谣言，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时举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
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总局将推动
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
让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
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五位一体”击碎
谣言，共同织密甄别、抵制谣言的免疫网。

“信息公开是遏制谣言传播的利器。
食品药品安全抽检信息现已做到‘周周抽
检、周周公开’。”颜江瑛说，未来还将继续
加大此类信息公开力度，增加重点信息展
示强度，强化信息查询服务功能。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建议，针对食品安全网络
谣言的传播特点，应要求网络平台对已经
有切实证据证明是谣言的，进行“公益辟
谣”。同时，鉴于一些老年人信息来源渠
道少，不能有效识别谣言，社会还需共同
努力，帮助其走出相对封闭的朋友圈，遏
制谣言在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内传播。

新华社福州6月6日电

18名涉案者被抓，缺乏常识的“塑料紫菜”谣言为何会蔓延？
近日，公安机关抓获了18名制造、传播“塑料紫菜”谣言以

及实施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人员。今年2月，“塑料紫菜”谣言
在网下及网络群组、微博、视频网站中传播，形成网络舆论热
点，给福建等地紫菜生产销售企业、养殖户造成经济损失。

近年来，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网络谣言甚嚣尘上，除“塑料紫
菜”之外，还有“塑料大米”“棉花肉松”“假鸡蛋”“塑化剂面条”
等。大多数谣言严重缺乏常识，但并不妨碍其在网络和微信上
四处传播，造成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