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有望突破40次

2021年2月25日 本版主编：张泊寒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绍 文

中国·综合 9

院士坐诊
2月23日，张伯礼（右

一）正在询问患者病情。当

日，“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伯礼来到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坐

诊，几个小时不停地为患

者把脉、问诊、开药。年过

七旬的张伯礼十分忙碌，

但他只要人在天津，每周

都会抽出时间到医院坐

诊。

摄 影/新 华 社 记 者

李 然

新华社消息 2 月 24

日 6 时 29 分，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

测器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

制动，进入近火点 280 千

米、远火点 5.9 万千米、周

期 2 个火星日的火星停泊

轨道。探测器将在停泊轨

道上运行约3个月，环绕器

7台载荷将全部开机，开始

科学探测。

同时，载荷中的中分

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机、

光谱仪等将对预选着陆区

地形地貌、沙尘天气等进

行详查，为择机着陆火星

做好准备。

“天问一号”探测器自

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

以来，已在轨飞行 215 天，

距离地球2.12亿千米。

2021年2月10日探测

器进入环火轨道后，按飞控

计划，于2月15日实施了远

火点轨道平面机动，2月20

日实施了第二次近火制动，

目前设备状态正常，各项飞

控工作正常开展。（胡 喆）

新 华 社 消 息 2021

年，我国全年航天发射次

数有望首次突破 40 次；载

人航天空间站工程、“天问

一号”探火、多颗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等

令人期待……2 月 24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在京发布《中国航天科

技活动蓝皮书（2020年）》，

对2020年全球航天活动进

行盘点，并公布了 2021 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计

划。

蓝皮书显示，2020年，

世界主要航天国家高度重

视航天战略地位，推进相

关战略部署。据蓝皮书统

计，2020 年，全球共实施

114次发射任务，追平1991

年以来的发射次数纪录，

发射航天器共计 1277 个，

创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开展 39 次

航天发射，发射 89 个航天

器，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再

创新高，达到103.06吨，较

上一年度增长29.3%。中国

航天发射活动继续取得重

大突破，发射次数和发射

载荷质量均位居世界第

二。

作为我国航天科技工

业的主导力量，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研制的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 2020 年共实施

34次发射任务，发射82个

航天器，占中国发射总数

量的92.1%、发射总质量的

99.2%，发射次数位居世界

宇航企业第一。

根据蓝皮书，2021 年

我国全年发射次数有望首

次突破 40 次；载人航天空

间站工程进入关键技术验

证和建造阶段；“天问一

号”到达火星，将实施我国

首次火星“绕、着、巡”探

测；多颗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业务卫星发射，满足国

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需

要。

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已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

的任务准备阶段，其中长

征五号B遥二火箭发射空

间站核心舱任务拟于今年

春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执行，2021 年与 2022 年

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包括

空间站核心舱、实验舱、载

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在内的

11次发射任务。

“太空探索没有止境，

后续随着行星探测、载人

航天空间站工程等的实

施，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

新发展，使中国人探索太

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

部长林益明说。（胡 喆）

新华社消息 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 23 日表示，

加拿大众议院有关涉疆动

议罔顾事实与常识，对中

国蓄意污蔑抹黑，严重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地时间22日，加拿大

联邦众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

场，执意通过涉疆动议，诬称

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实施

所谓“种族灭绝”，鼓吹更换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地。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涉疆问题的本质

是反暴恐、去极端化问题。

中国新疆地区认真落实联

合国制定的《防止暴力极

端主义行动计划》，借鉴其

他国家的类似做法，依法

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完全

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的原则和精神。

“经过各族人民的努

力，新疆已连续4年多没有

再发生暴恐案件，社会安

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

民安居乐业。”他说。

汪文斌介绍，近年来，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持续增

长。2010年至2018年，新疆

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

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

长 25.04%，维吾尔族人口

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

13.99%的增幅，也高于全部

少数民族人口22.14%的增

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

2.0%的增幅。新疆各族人民

充分享有生存权、发展权等

各项权利，各少数民族的语

言文字、传统文化、风俗习

惯等得到很好保护和传承。

“事实证明，新疆从来

就不存在什么‘种族灭绝’，

这完全是极端反华势力蓄

意炮制的世纪谎言，是污蔑

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

汪文斌指出，加拿大

一些政客公然将体育运动

政治化，完全违背了奥林

匹克宪章精神、损害了国

际奥林匹克运动和各国运

动员的利益。

“加方一些人应该摒

弃反华偏见，走出内心阴

暗的屋子见见阳光，客观、

公正看待中国，而不是沉

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陈旧

思维，更不能揣着明白装

糊涂，将国内政治争斗甚

至一党私利置于中加关系

大局之上。”汪文斌说。

汪文斌指出，加方一

贯声称捍卫价值观，但价

值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尊

重事实。加方有关政客从

未去过新疆，甚至没有到

过中国，却打着人权的幌

子在涉疆问题上搞政治操

弄，公然散布虚假信息和

谎言，这恰恰是对其所标

榜价值观的践踏。

“我愿强调，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加方没有

任何资格和权利横加干

涉。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

不移。对于任何损害中方

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作

出坚决回应。”汪文斌说。

（郑明达 潘 洁）

笏山金矿爆炸事故
原因查明：
45人被追责问责

新华社消息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

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山东

省委、省政府研究审定。经山东省事故调查组认定，

该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违规存放使用民用爆炸物

品和井口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2021年1月10日13时13分许，山东五彩龙投资

有限公司栖霞市笏山金矿在基建施工过程中，回风

井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2人被困。经全力救援，11人

获救，10人死亡，1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847.33万

元。

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

井下违规混存导爆管雷管、导爆索和炸药，井口违规

动火作业，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建设项目外包管理混

乱，涉事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相关部门

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不到位。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和栖霞市均构成迟

报瞒报。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山东省依规

依纪依法对45名相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对山东五

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巧遇、外包负责爆破

作业并严重违规混存爆炸物品的浙江其峰矿山工程

有限公司驻栖霞项目部经理吴宗形、外包负责井下设

备安装并违规井口动火作业的烟台新东盛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东等15名企业相关责任

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浙江其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驻栖霞项目部1名负责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

事责任。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巧遇和

时任栖霞市委书记姚秀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涛，因

负有迟报瞒报事故责任，目前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山东对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等28名公

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责成烟台市委

市政府、栖霞市委市政府分别向上一级党委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

涉事企业方面，山东省对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

司、浙江其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栖霞市兴达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栖霞市安达民爆物品有限公司、烟台新

东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事故责任单位给予顶

格行政处罚，并纳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黑

名单”；对烟台市北海民爆器材销售有限公司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对北京康迪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给予7名责任人行政处

罚，其中贾巧遇、李东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且终身

不得担任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陈 灏 张武岳）

成功实施近火制动 “天问一号”进入火星停泊轨道

外交部：强烈谴责加拿大众议院通过涉疆动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