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时可见？
“要想观测到空间站过境，首

先你得知道它在哪儿，什么时间
出现。”寇文介绍，不少手机小程
序、网站都能查到中国空间站的

过境信息。比如“天文通”小程序
显示，7月 10日中国空间站可见
开始时间为 20时 15分 47秒，方位
为 278°高度 12°；可见最高点出现

时间为 20 时 18 分 32 秒，方位为
359°高度 62°；可见结束时间为 20
时 21 分 18 秒，方位为 80°高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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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10日就《网络安全审查办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提出掌握超过 100万用户
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
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
络安全审查。

征求意见稿明确，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

务，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
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安全审
查重点评估采购活动、数据处理活
动以及国外上市可能带来的国家安
全风险，主要考虑产品和服务使用
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
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的风险；核心

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
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利用或出
境的风险；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
个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
意利用的风险等因素。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网
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将通过接受举
报等形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据新华社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监
测，发现 18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
不合规行为，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
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
息，将对它们采取通报整改等处理
举措。

1.在 APP首次运行时未通过
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
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或以默认
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
征求用户同意，涉嫌隐私不合规。
涉及 3款APP如下：《旁趣》（版本
3.3.3）、《iGO 出行》（版本 3.3.0）、
《好爸妈点读》（版本4.0.4）。

2.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
隐私权限，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
15款APP如下：《开心学汉字》（版
本 4.4.3.1）、《有问》（版本 2.1.3）、
《法加》（版本1.8.2）、《迈斯通英语》
（版本 3.7.1）、《觅马出行极速版》
（版本 2.4.00）、《音乐壳》（版本
3.0.5）、《麦田思维》（版本 3.5.4）、
《一元手游》（版本 1.8.2）、《居理买
房》（版本6.8.5）、《iGO出行》（版本
3.3.0）、《人民出行》（版本 6.2.3）、
《瑞卡租车》（版本3.6.3）、《游园卡》
（版本 2.0.7）、《21世纪房车》（版本

2.2.4）、《好爸妈点读》（版本4.0.4）。
3.APP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就开

始收集个人信息，涉嫌隐私不合
规。涉及3款APP如下：《有问》（版
本2.1.3）、《觅马出行极速版》（版本
2.4.00）、《旁趣》（版本3.3.3）。

4.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
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或注
销用户账号设置不合理条件，涉嫌
隐私不合规。涉及7款APP如下：
《有问》（版本2.1.3）、《迈斯通英语》

（版本3.7.1）、《音乐壳》（版本3.0.5）、
《一元手游》（版本1.8.2）、《游园卡》
（版本 2.0.7）、《一只船教育》（版本
2.9.0）、《顺道出行》（版本5.12.0）。

5.未建立并公布个人信息安
全投诉、举报渠道，或未在承诺时
限内受理并处理，涉嫌隐私不合
规。涉及 4款APP如下：《一元手
游》（版本1.8.2）、《居理买房》（版本
6.8.5）、《21 世 纪 房 车》（版 本
2.2.4）、《顺道出行》（版本5.12.0）。

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18款违法移动应用被通报整改

新华社发

近日，追“星”族们有了新目标：过境北京的中国空间站成了网友争相拍摄的对象。
北京天文馆专家寇文介绍，其实空间站过境不是最近才有的新鲜事，空间站在太空遨游
伊始，有心的爱好者就能从地面看到它的痕迹。记者查询“天文通”小程序发现，7月
10日至16日每天都有可见时段，部分日期里一天两次可见。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日前发布通知，要求严把超高层建
筑审查关，严格限制新建 250米以
上建筑，不得新建 500米以上超高
层建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
质量的通知》明确，把超大体量公众
建筑、超高层建筑和重点地段建筑
作为城市重大建筑项目进行管理。
其中，对100米以上建筑应严格执行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

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
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严格限制
新建250米以上建筑，确需建设的，
要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方
案审查，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备案；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2020年 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
通知，明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
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
建500米以上建筑。

据新华社电《关于在办理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意见》10日向社会公布。
该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
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近
日共同印发，旨在建立健全涉未成
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
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升家庭教育
能力，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意见要求，对于四类情形应当
进行家庭教育情况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见，必要时
可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四类
情形包括：未成年人因犯罪情节轻
微被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或者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或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
刑事处罚的；遭受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侵害的；其他应当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的。

意见强调，对办案中发现未成
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
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尚未导
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害后
果的，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
导和帮助。特别是对于有特殊需求
的家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长
期分离家庭、收养家庭、农村留守未
成年人家庭、强制戒毒人员家庭、服
刑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曾遭受违
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等，更
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
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动提出指
导需求的，应予支持。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多发地区，城市流动人口集
中、城乡接合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
等重点地区要结合办案广泛开展预
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三部门印发意见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
应进行家庭教育情况评估

据新华社电 2021年 1月 4日，
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腾讯）申报的虎牙公司
（以下简称虎牙）与斗鱼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斗鱼）合并案，依
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
全面分析评估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
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
控制力、市场集中度、集中对市场进
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集中对消费
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等因
素，以及腾讯提出的附加限制性承
诺方案的有效性。审查过程中，市
场监管总局广泛征求有关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同业竞争
者及下游客户意见，并多次听取腾
讯陈述意见。

审查表明，本案相关市场为中
国境内网络游戏运营服务市场和游
戏直播市场。腾讯在上游网络游戏

运营服务市场份额超过 40%，排名
第一；虎牙和斗鱼在下游游戏直播
市场份额分别超过 40%和 30%，排
名第一、第二，合计超过 70%。目
前，腾讯已具有对虎牙的单独控制
权和对斗鱼的共同控制权。如虎牙
与斗鱼合并，将使腾讯单独控制合
并后实体，进一步强化腾讯在游戏
直播市场的支配地位，同时使腾讯
有能力和动机在上下游市场实施闭
环管理和双向纵向封锁，具有或者
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不利
于市场公平竞争、可能减损消费者
利益，也不利于网络游戏和游戏直播
市场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经评估，腾
讯提出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
不能有效解决前述竞争关注。

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和
《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三十
五条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依法
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禁止虎牙与斗鱼合并

据新华社电 中国女足10日在
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公布出征东
京奥运会22人名单，王霜、吴海燕、
王珊珊领衔。

中国女足22人名单为：

门将：彭诗梦、朱钰、丁旋；
后卫：吴海燕、王晓雪、李梦雯、

林宇萍、罗桂平、陈巧珠、王莹；
中场：李晴潼、张馨、王霜、王

焱、缪斯雯、杨莉娜、刘靖；
前锋：王珊珊、杨曼、乌日古木

拉、王妍雯、肖裕仪。
在 22人大名单中，有 4人将会

进入候补名单，她们将在队友出现
伤病等无法参赛的情况下，替换进
每场比赛的18人名单中。

东京奥运女足比赛共 12队参
加，分三组进行小组赛。中国队与
荷兰、巴西、赞比亚队分在F组，7月
21日中国队和巴西队将在首场小
组赛中交锋。每个小组前两名以及
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将晋级淘
汰赛。

中国女足宣布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掌握超百万用户信息运营者
国外上市或将须审查

中国空间站划过北京上空
未来连续多天每日可见

空间站是不发光的人造天体，
为什么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
星”？寇文解释，空间站是被太阳
照亮的，因此，空间站只有在傍晚
或者日出前的时段过境，才会被看
到。“这个时候太阳已经照到它了，
但是太阳还没升出，地面上还是黑

的，我们就能看到。”
记者注意到，部分小程序还提

供了空间站过境时所经过的星座
信息。寇文说，对星座有了解的爱
好者们，可以据此更容易追踪到空
间站。对于更高阶的观测者来说，
更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空间站凌日

和凌月的景象。空间站凌日时，从
地球观测，空间站刚好从太阳前面
经过，空间站的形状清晰可见。只
不过，这种观测需要专业的设备，
对观测的能力和预报的准确度要
求都比较高。

据《北京晚报》

不发光为何成为“最亮星”

利用这些数据如何定位过境的
空间站呢？寇文给出了小攻略：方位
角的范围为0°到360°，正北为0°，向东

为正逐渐增加，正东是90°，正南是
180°，正西270°；地平线的高度为0°，
正头顶是90°。“只要能看到星星的地

方肯定能看到空间站。”寇文说，天气
晴朗的夜晚，在灯光影响稍小的地方，
过境的空间站肉眼可见，不容错过。

定位小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