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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北京、山西检察机关
依法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
涉嫌受贿案、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
组原组长莫建成涉嫌受贿案、河北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涉嫌受贿
案提起公诉。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
涉嫌受贿一案，由浙江省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
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鲁炜利用其担
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副社长、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
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
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
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
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
莫建成涉嫌受贿一案，由北京市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审查后，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莫建成利用其担任中共通辽市
委副书记、通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
长、中共通辽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中共江
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中
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财政部
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
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
杰辉涉嫌受贿一案，由山西省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定，移送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近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已
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
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张杰辉利用
其担任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鞍
山市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
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巨额
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
诉中分别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
讼权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
的意见，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
权利。 （新华社）

检察机关依法对
鲁炜、莫建成、张杰辉
三案提起公诉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7月29

日介绍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
中检出微量N-亚硝基二甲胺
（NDMA）杂质有关情况。7月6日，
华海药业向国家药监局报告在用
于出口的缬沙坦原料药中检出微
量N-亚硝基二甲胺（NDMA）杂
质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主动向社会披露了相关信息。华海
药业在检出该杂质后，立即暂停了
所有缬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放
行和发货，并启动了主动召回的措
施。截至7月23日，华海药业已完成
国内所有原料药召回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30
日发出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做好
配合召回和停止使用含华海药业
缬沙坦原料药药品有关工作，保

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

通知指出，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要按照国家药监局要求，配合
做好涉及的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
料药药品召回工作。

通知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在进行疾病诊疗时，不得使用
涉及召回的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
料药药品，可以使用其他不涉及
召回的含缬沙坦原料药药品或者
选择其他药物治疗。在这个过程
中，医务人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通知还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配合召回以及停止使用涉及召回
的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药品有
关数据信息要及时向当地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和药监部门报告。（新华社）

卫生健康委：
配合召回和停止使用
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药品

北京直升机坠落
机上4人受伤

昨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北京市
朝阳区奶东村附近有一架直升飞机坠
落。据网友所述，直升机掉落后砸毁一
辆汽车，救援人员已到场。

随后，北京警方通报民用直升机
坠落事故：因故障实施迫降，机上4人
受伤，地面无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据警方通报，2018年7月30日11时
许，在朝阳区崔各庄奶东村一停车场
区域内，一架正常执行转场任务的民
用直升机因故障实施迫降，机上4人受
伤，地面无人员受伤。公安、消防等部
门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受伤
人员已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事故原
因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隶属于北京
华彬天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架贝尔429直升机在京承高速附近执
行任务中遇到特情，飞行员及时处置
远离人群实施迫降，机身受到一定程
度的损坏。华彬天星接到信息后，第一
时间成立事故应急调查小组，前往现
场进行事故处理。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30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吉林
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
疫苗案件调查进展汇报，要求坚决
严查重处并建立保障用药安全长效
机制；部署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
和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调查组的汇
报。现已基本查明，长春长生公司在
生产人用冻干狂犬病疫苗过程中，
存在严重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擅自变更生产
工艺、编造生产和检验记录、销毁证
据等违法行为，性质极其恶劣，涉嫌
犯罪。公安机关已拘留并提请批准
逮捕相关责任人。下一步，国务院调
查组要继续深入开展工作。一要根
据案件调查结果，依法从重对涉案
企业和责任人、参与者作出严厉处
罚，处以巨额罚款，并由司法机关进
一步追究刑事责任，让严重违法犯
罪者获刑入狱，把他们依法逐出市
场，终身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
动。二要指导各地全部回收销毁未

使用的涉案疫苗。已出口的要监督
企业召回，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
和有关国家通报。对涉案企业生产
的其他疫苗严格查验，发现问题立
即处置。加快完成已开展的全国全
部 46 家疫苗生产企业全链条监督
检查，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三要深
入开展监管责任调查，决不能手软。
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坚决一查
到底，对贪赃枉法、搞利益输送的要
重拳打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也要
依法依规严厉追责。四要全面查清
涉案疫苗接种情况，依据相关领域
专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果，科学拟
定应对预案。相关部门要立足事实
作出解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五要
有针对性地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完
善疫苗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全流
程监管体制的方案，构建确保群众
用药安全的长效机制。

会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必须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
时，把义务教育作为投入的重中之
重，优化教育支出结构，促进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发展。各地要制定区

域内各级学校生均经费和财政拨款
基本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引
导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财政教
育经费存量资金优先保障、增量资
金更多用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子女。要将绩效管理覆盖所
有财政教育资金，严禁超标准建设
豪华学校，把教育经费的每一笔钱
用到关键处。

会议听取了中小学教师工资待
遇落实调研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
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确保义务教育
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凡未达到上
述要求的都要限期整改达标，财力
较强的省份尤其要加快进度，各地
要定期向教育部、财政部报告落实
情况，国务院适时开展督查。会议要
求，要及时足额发放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提高义
务教育学校的中高级教师岗位比
例。严格规范教师编制管理，对符合
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要加快入编，并
实行同工同酬。

（新华社）

马天说，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航
天事业中的角色越来越开放积极。

今年5月，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
机会公告发布仪式在奥地利维也纳
举行，正式开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
作。不少国家代表在现场详细了解
参与中国空间站合作的细节，表达
了浓厚兴趣。

“不仅是欧洲人，世界上任何一个

想让宇航员上太空的国家都可以通过
联合国与中国取得联系，并有可能进
入太空，这令我印象深刻，”马天说，“我
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有着长期规划，
并且专注执行，非常值得信赖。”

除了空间站，马天还将眼光投
向了中国更为长远的探月工程计
划：“中国还将实现登月，甚至在月
球上建立基地。我期待那也将成为

属于全人类的基地。”
马天认为，有着22个成员国的

欧航局国际航天合作经验丰富，希
望成为中国的伙伴。“中国有自己的
火箭、飞船，未来还将有自己的空间
站。欧洲宇航员过去在空间站长期
工作生活，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双
方合作，能够推动人类航天事业更
加高效发展。” （新华社）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进展汇报等

依法从重对涉案企业和责任人、参与者
处以巨额罚款

欧洲宇航员学中文已6年：
想要飞得很高 想上中国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计划在
2022年前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也于近
日正式开启。马天认为，中国
在国际航天事业中的角色越
来越开放积极，“中国在这一
领域有着长期规划，并且专注
执行，非常值得信赖”。

刚一见面，马蒂亚斯·毛雷尔就用流利的中文作了简
短自我介绍。近日，在德国科隆的欧洲宇航员中心，这位德
国宇航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中国故事”，并透露了自己的
“中国心愿”。

48岁的马蒂亚斯·毛雷尔学习中文已经6年了，有个
中文名字叫“马天”。“意思是‘天上的马’，想要飞得很高。”
这名德国人想去的地方确实够高：太空，中国空间站。

■德国宇航员马天（马蒂
亚斯·毛雷尔）近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学好中文
“非常重要”，“未来在中国的
飞船或空间站工作，一切也都
会使用中文”，他期待能和世
界各国宇航员一起到中国空
间站工作。

■马天在德国科隆的
欧洲宇航员中心告诉记者，
自己从2012年起开始学习
中文，还有了中文名“马
天”，“我正不断学习汉语，
有机会的话，希望还能去中
国工作一年，进一步提高自
己的中文水平”。

■他说，中文和自己原来
掌握的语言“很不一样”，但是
学好中文“非常重要”，“就像
如果要在俄罗斯‘联盟号’飞
船上工作，各国宇航员都必须
学习俄语一样，未来在中国的
飞船或空间站工作，也都会使
用中文”。

像许多外国人一样，已经有6
年多中文“学龄”的马天对自己的
中文水平很自信，不过他最得意
的是自己的中文名字。“中文老师
告诉我，‘马天’的中文意思是‘天
上的马’，它想要飞得很高。

2010年加盟欧洲航天局之
前，马天的履历已经很“国际范
儿”。他足迹遍布英国、法国和西
班牙等国，主要从事航天材料轻
量化研究。2012年担任欧洲宇航
员中心与中国合作项目负责人
后，他“正式”与中国结缘。

马天说，自己的工作越来越
忙，但很有成就感。“最初，我们讨
论双方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
分别派代表参观了对方的模拟太
空舱和操作室，了解对方如何工
作。双方宇航员还参加对方组织
的训练，并逐渐形成了年度交流
机制。”

除了组织交流，作为一名宇

航员，48岁的马天也有自己的“小
目标”：“我希望去中国空间站，与
中国航天员以及其他国家的宇航
员一起工作。”

中国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载
人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
在2024年退役，届时中国将成为世
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中国
已多次表示，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
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
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

“我希望能和中国航天员承
担一样的职责，包括进行各种类
型的实验、按要求对空间站进行
运营和维修、参与舱内舱外的任
务。”马天对未来在中国空间站工
作的可能充满期待。

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实现中
国空间站和欧洲地面的视频连
线，“让欧洲的公众能够了解中国
的空间站，同里面工作的欧洲宇
航员对话”。

学习中文已6年
取名马天：“天上的马”想高飞

除了中文，中餐也让马天念念
不忘，“特别是北京烤鸭和川菜”，

“我非常希望未来能在太空中吃到
中国风味的食物”。

马天能在几年内迅速成为“中
国通”，得益于中欧间日益密切的航
天合作。2015年5月，双方签署关于
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的长远目
标和实施步骤协议，明确2015年至
2017年为技术交流阶段，中欧互相
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

去年夏天，马天和一名意大利宇
航员一起，参加了中方在山东烟台组
织的海上救生训练，这段经历让他津
津乐道。“当时，我们和16名中国航天

员朝夕相处，生活在一栋房子里，一
起吃饭、一起训练，业余时间也会一
起在海滩上散步聊天。才过了两三
天，我就感觉自己是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搭档对马天的评价是好相
处、有默契。“训练中，我和他互相提
醒，互相帮助。比如，从海里爬上救
生艇的时候，他会托一下我的身体，
我上去后会伸出手来拉他一把。”和
马天分在同一组的中国航天员叶光
富说。

马天说，这和其他地方的宇航
员训练“很不一样”，“比如原来参加
美国组织的训练时，大家都住酒店，
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有时我

会和两三名宇航员一起训练，有时
就独自训练”。

对于这种“大家庭”式的训练，
马天十分认同：“一起生活、了解彼
此非常重要。试想，太空舱内会有来
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宇航员，大
家可能要在封闭的空间中共同工作
生活长达半年之久。无论在轻松愉
快还是充满压力的时刻，始终都要
相互理解、保持专业，这样整个团队
才能获得成功。”

“有机会的话，希望还能去中国
工作一年。”马天告诉记者。目前，他
仍在努力学习汉语，让中文水平“更
进一步”。

留恋中国“大家庭”
和其他地方的训练“很不一样”

点赞中国“好伙伴”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着长期规划

2017年8月，马天在山东烟台训练时与中国航天员合影 据新华国际

7月18日，在德国科隆，德国宇航员马天（马蒂亚斯·毛雷尔）在欧洲航天局哥伦布实验舱的模拟舱内展示实验操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