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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起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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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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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纳入信用记录
选聘博士生导师的标准应避免简单化唯论文、
唯科研经费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8 日从教育部获
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实行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评价制度，关键节点突出学术规
范和学术道德要求。将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同时，教育部近日发布意见，要求
选聘博士生导师的标准应避免简单化唯
论文、唯科研经费。
文件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零
容忍”，一经发现坚决依法依规、从快从严
进行彻查。对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当事人
以及相关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
规给予党纪政纪校纪处分和学术惩戒；违
反法律法规的，应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查
处。对学术不端查处不力的单位予以问
责。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文件同时指出，要坚持质量检查关口
前移，切实发挥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
和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
完善考核组织流程，丰富考核方式，落实
监督责任，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加强和严格课程考试。完善和落
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对不适合继续攻
读学位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
行分流退出，做好学生分流退出服务工
作，
严格规范各类研究生学籍年限管理。
为建设一流博士生导师队伍，提高博
士生培养质量，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
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要
从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育人能
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制定全面
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准，避免简单化地唯
论文、唯科研经费确定选聘条件。
文件明确，要制定完善的博士生导师
选聘办法，坚持公正公开，切实履行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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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9月28日晚，
长沙洋湖水街正式开街。它位于长沙潭州大道西侧，
背靠洋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致力于打造成为长沙
清末民初历史风貌展示区、
湖南湘江新区旅游央核和长沙文旅新名片。
图/记者张云峰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据新华社电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
院 27 日晚裁决，暂缓实施美国政府关于将互联网短
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下架的
行政命令。
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以电话形式就是否暂缓实
施上述行政命令举行了听证会。会上，法官卡尔·
尼科尔斯分别听取了来自 TikTok 和美国政府两方
律师的陈词，
并在当天晚间做出上述裁决。
TikTok 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对该裁决表示欢
迎，并表示将继续与美国政府保持对话。美国商务
部也发表声明称，将遵守上述裁决并已立即采取相
关行动，
但仍将继续积极维护行政命令及相关举措。
在听证会上，TikTok 代表律师约翰·霍尔表示，
任何禁止 TikTok 进入美国移动应用商店的禁令都
将是“前所未有的”和“不合理的”，是对企业的直接
打击，会导致现有用户无法收到安全更新，从而破
坏安全性。禁令如若生效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无异于政府将公共论坛的门上锁，用绳子把城市
广场围起来”
。
TikTok 方面此前向法院提供了禁令生效前已
造成相关损害的证据。尼科尔斯在 24 日举行的听
证会上曾表示，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的相关行为似
乎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
几乎没有机
会听取原告的意见”
，
其结果将导致
“相当大的损失”
。

有奖征集

洋湖水街正式开街，
展示老城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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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院裁决
暂缓实施TikTok下架行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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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水上老长沙

广告招商热线

程序，建立招生资格定期审核和动态调整
制度，确保博士生导师选聘质量；选聘副
高级及以下职称教师为博士生导师的，应
从严控制。
文件指出，要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因
博士生转学、转专业、更换研究方向，或导
师健康原因、调离等情况，研究生和导师
均可提出变更导师的申请。对于师生出
现矛盾或其他不利于保持良好导学关系
的情况，培养单位应本着保护师生双方权
益的原则及时给予调解，必要时可解除指
导关系，重新确定导师。
文件强调，要完善岗位退出程序。对
于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博士生招
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
的导师，培养单位应视情况采取约谈、限
招、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措施。对师德
失范者和违法违纪者，要严肃处理并对有
关责任人予以追责问责。

确保新增融资
重点流向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28 日发布消息称，要着力打通
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
综合施策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
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 2020 年第三季度例会。
会议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
精准性和时效性，
大力
支持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
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贷款
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
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
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
达性”，继续用好 1 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直达
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
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会议强调，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
责主业。要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
的三角框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
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晨报微博

晨视频

排行榜

潇湘晨报

乐子

9月28日21:52

女子健身后吃小龙虾横纹肌溶解

高空走绳索
9 月 26 日，在克罗地亚普拉，人们在海湾
上空练习绳索行走。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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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讲解
甲状腺的那些事

女孩爬楼顶
消防扮外卖小哥救下

国庆假期
省博预约限额上调

脖子部位有肿块，吞咽困难，声
音嘶哑，怕热、多汗、手抖，易怒、多
食、消瘦……近年来，我们身边有这
类症状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与甲
状腺有关的疾病正渐渐被人们所熟
知。甲状腺在人体能起到什么作
用？你真的了解甲状腺疾病吗？体
检时查出甲状腺结节，严重吗？甲
状腺癌可怕吗？长沙市第三医院的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邓洲子医生 28 日
下午走进了 ZAKER 潇湘直播间，跟
大家谈谈甲状腺的那些事。

9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许，四川达
州通川区雍河湾小区某单元楼顶，
一个小女孩坐在天台外侧想轻生。
在场民警心生一计，说：
“ 朋友圈都
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刷屏了，我
请你喝奶茶吧！”
女孩想了想答应了，不过也提
出要求：
“我要外卖小哥送过来！”民
警和消防队员商议，由消防队员穿
上外卖小哥的衣服，接近女孩，趁其
不备，将其救下。
“ 喝吧！”小区一楼
大厅内，
民警为女孩递上了奶茶。

湖南省博是很多人来长沙必去
的打卡地，为了迎接黄金周热情的游
客们，湖南省博物馆宣布：10 月 1 日
至 8 日，预约限额上 调 至 每 天 9000
人，原定于 10 月 5 日（星期一）的闭
馆日顺延至 10 月 9 日（星期五），观
众可提前 3 天预约。大家可登录湖
南省博官网、官方 APP、微信公众号
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凭预约短信、
有效证件、绿色健康码并佩戴口罩入
馆参观。未成功线上预约的观众谢
绝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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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柳州的文女士与朋友健身后一起吃了 6 斤小龙
虾。次日三人全身疼痛，被确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专家称，
过度运动是主因；吃小龙虾是否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尚无定论，只
存在两种推测：小龙虾含的生物蛋白引起过敏反应，或饲养环境
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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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里专捅马蜂窝的人
辽宁大连有一支消防追蜂小队，今年夏天，他们已成功处置
900 多个马蜂窝。起初他们也是战战兢兢无从下手，
“ 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如今靠着独门秘籍，他们两小时能处置 30 多个马蜂
窝。高空作业危险重重、穿着防护服全身湿透……“我们要是不
敢上，
那谁上？”

smilingstar：捅马蜂窝也是技术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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