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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3月9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我国农业和经济建设战线的
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毛致用
同志的遗体，9日在湖南长沙明阳山
殡仪馆火化。

毛致用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3
月 4 日 14 时 10 分在湖南逝世，享
年90岁。

毛致用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
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毛致用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等9日专
程前往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为毛致用同
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

9日上午，明阳山殡仪馆庄严肃

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毛致用同志”，
横幅下方是毛致用同志的遗像。毛致
用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汪洋等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毛致用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向毛致用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毛致用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转达习近
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毛致用同
志亲属的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湖南
省的负责同志，毛致用同志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毛致用同志遗体在长沙火化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
将陆续投产4架试飞机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胡
喆）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继陆续完成陆上首飞和水上
首飞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将围绕飞机优化设计、003架机零部
件制造和开铆、001架机全状态科研
试飞等三方面展开工作，后续航空工
业将陆续投产4架试飞飞机，加快适
航取证进度。

航空工业新闻发言人周国强介
绍，在现有首飞成果的基础上，研制团
队将充分挖掘AG600飞机平台潜力，
进行飞机结构、系统改进优化设计，同
时围绕提高最大起飞重量、增加增压
舱、完善灭火和救援任务系统配置等
方面开展改进设计及试验验证工作。

“为加快项目研制进度，满足应急
救援体系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的
要求，后续航空工业将陆续投产4架
试飞飞机，加快适航取证进度。按计
划，003架机年底实现部件开铆。”周
国强说。

此外，在001架机在水上首飞的
基础上，AG600将围绕改进设计试飞
验证、失速特性、水动特性、包线扩展
等性能验证开展科研试飞，同时结合
研发试飞穿插进行试飞员机型改装培
训及试飞员资质培训，12月底完成第
二阶段研发试飞工作。

本次建设中，由东南大学研发的
无人值守能源试验系统进行了全方
位的功能测试。测试结果显示，由我
国自主研发的这套系统能在泰山站
高海拔、低温、低气压等极端环境下

不间断供电。无人值守情况下，能通
过铱星通信实现对本系统的远程监
控及遥控操作。

同时，无人值守能源试验系统
还具备快速安装及运输方便的特

点。目前，测试已完成全部数据收
集，为第二阶段正式投入运行打下
了良好基础。

（新华社“雪龙”号3月8日电 记者
刘诗平）

泰山站的供电系统令人眼前
一亮，采用的是风能-太阳能-柴
油发电机-储能电池互补的智能
微电网供电系统，柴油发电和新能
源系统并网运行，柴油发电机可根
据新能源供电量自动调整发电量，

从而有效地节约燃油消耗，提供清
洁能源。

由于常规新能源设备在南极
内陆无法正常使用，这套供电系统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根据泰山站极
寒、大风、高海拔、低气压等特殊环

境设计特制，通过控制终端对系统
进行智能控制。

目前，供电系统工作稳定，为站
区科考设备正常供电，这对未来在
南极地区大规模使用新能源供电意
义重大。

南极内陆冰雪覆盖，没有液态淡
水，生活用水全靠融雪化水解决。雪
下工程完成后，融雪水箱给水系统和
污水处理系统运行，可集中解决20
个科考队员的生活用水。所有用雪

由考察队员就地取雪装入融雪水箱，
通过化雪设备将雪化成水，再将融水
输送至主楼的储水箱。

对于生活污水，有专门的污水处
理系统进行处理，回用率达80%以

上，可用来洗衣服等，以减少化雪量。
对没有循环利用价值的污水，则集中
存放在专门的污水收集池内，科考队
撤离前通过排污泵排到收集装置中，
再运送到中山站进行集中处理。

雪下建筑保温和防水密封至关
重要。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队
员、泰山站二期工程现场经理周灵
说，由中国宝武集团总承包并设计、
中冶集团负责施工的泰山站雪下建
筑，利用雪下恒温特点，可减少南极

极昼、极夜温差变化对建筑内部温度
的影响。

同时，雪下建筑采用定制集装箱
模块拼装和双层密封防水方式，有效
解决极寒环境中雪下建筑的保温及
防水密封。

经测试，泰山站雪下建筑室内外
温差达80摄氏度以上，雪下建筑的
集装箱拼缝没有出现渗漏现象，集
装箱外也没有出现融雪现象，为雪
下建筑内各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提供
了保障。

防水保温效果如何？

生活用水如何解决？

供电情况如何？

无人在现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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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建在雪下？

泰山站位于东南极内陆冰
盖伊丽莎白公主地区域，距中山
站520公里。这一区域具有典
型的内陆气候，风大，吹雪严
重。受风场扰动等影响，出现强
烈地吹雪等天气时，建筑物面临
被积雪掩埋的风险。为减小风
阻和有利于大风吹走积雪，泰山
站主体建筑整体架空于雪面，此
次建设的配套工程则直接选择
建在了雪下。

“受南极特殊的气候条件和
地理位置影响，各国内陆冰盖考
察站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被
积雪掩埋的情况。同时，施工窗
口周期短，施工条件有限，也是
各国科考建设共同面对的难
题。”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泰
山站站长姚旭说。

考虑到以上特点，泰山站二
期工程采用定制集装箱模块组
合形式，将供配电系统、融雪系
统、新风加热采暖系统、污水处
理系统等，整合在集装箱模块
内，实现快速安装，缩短南极现
场施工周期。同时，创造性地采
用雪下建筑的形式，变被动为主
动，有效解决南极建筑被风雪掩
埋的难题，最大程度减少对周围
地形的影响，保证站区设施长期
安全稳定运行。

我国首个南极雪下建筑实现 大创新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示范工程进展顺利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安
娜、高敬）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8日
表示，目前，“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
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
进展顺利，预计今年4月将实现冷试。

据余剑锋介绍，“华龙一号”是
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
电技术。

此外，余剑锋在8日中核集团于
北京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还表示，中
核集团国内外4台“华龙一号”机组工
程建设各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完成，工
程安全和质量处于良好受控状态，是
当前全球少有的按照进度计划建设的
三代压水堆核电项目。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
核集团承建的大陆在运及在建核电
机组已达58台，是全球唯一一家连
续 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
领先企业。

5
“雪龙”号极地考察

船载着中国第35次南
极科学考察队队员8日
下午从南海穿越巴士海
峡，继续行进在返回上
海的途中。

本次南极科考的一
项重要成果，是泰山站
二期工程建设顺利完
成，在深雪之下组装建
筑，安装发电、新能源、
污水处理、融雪、远程无
人值守供电等系统。作
为我国首个南极雪下工
程，泰山站雪下建筑进
行了多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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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熊琳）
为获取非法利益，男子私自灌装劣质白
酒冒充品牌白酒销售，最终遭受法律惩
罚。记者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获
悉，这家法院日前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王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并当庭宣
判。法庭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
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
院指控，2017年至2018年4月间，被
告人王某某在其承租的位于北京市房
山区某房屋内，非法制作“贵州茅台”
酒并销售。2018年4月29日，警方在
该房屋内查获仿造贵州茅台品牌酒
40瓶等物品。经鉴定，被查获的白酒
均系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假冒产品。

庭审中，被告人王某某供述，品牌
白酒销售价格高，社会需求量大，自己
灌装假酒后出售可以牟取高额利益。
灌装的假酒和酒瓶系从市场购买，制
作完假酒后自己拿到市场上销售。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某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其
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根据我国
刑法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关规定，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庭认为，鉴于被告人王某某当
庭自愿认罪，可酌予从轻处罚。法院
经综合考量被告人王某某的犯罪事
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决定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4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董杰严正指出，食品安全事关生
命健康，假冒注册商标，以劣质白酒冒
充品牌白酒，不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危害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欺骗消
费者的失信行为。从事市场经济活动，
要讲诚信，切莫贪小失大，触犯法律。

制售“假茅台”牟利

一男子获刑1年罚金4万元

国家电网公司：

确保落实一般工商业
平均电价再降低10%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姜琳）国家电网公司8日
表示，虽然公司经营面临一定挑战，但在去年落实
降电价的基础上，将继续拓展降价空间，确保落实
今年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的任务。

一般工商业电价主要涉及中小企业，范围非
常广，社会关注度高。2018年我国多措并举，超
额完成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10%的目标，电网企
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2018年，国网公司经营区域内一般工
商业电价每千瓦时从0.806元降至0.721元，降幅
10.6%，减负金额达792亿元。加上大工业用户，
该公司全年共计降低企业用电成本915亿元。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注册企业达12万家

据新华社天津3月9日电（记者周润健）截至
目前，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注册企业累计达
到12万家，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阵地。

天津市科技局局长戴永康在 8 日召开的
2019年天津市科技工作会议上介绍说，为了高标
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支持引导“一区
二十一园”壮大主导产业、优化创新生态、打造特
色园区。示范区的核心区落地高端半导体产业
园、深之蓝海翼滑翔机、中科曙光国产X86兼容
处理器芯片等一批高端项目，正式上线创通票系
统2.0版、累计服务企业超过3000家。各分园立
足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工程设计、先进汽车制
造等特色园区，建设集成果展示、企业服务于一体
的展示服务中心等一批专业化平台。

3月9日，在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大北地溪，
家长带着孩子植树。

在植树节即将到来之际，人们纷纷参加植树
活动，为大自然添新绿。 新华社发

我为春日添新绿

武汉：

4年内省市每年投入100亿元
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据新华社武汉3月9日电（记者廖君 黎昌
政）记者从8日召开的武汉市2019年科技工作会
上获悉，至2022年四年时间内，湖北省和武汉市
将每年共同筹集100亿元资金，用于重点支持重
大装置、重大平台、重大项目、重大园区和重大人
才团队，打造一批“国之重器”。

数据显示，2018年武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突破3000亿元，占GDP比重20.56%，全市新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1366家，总量达到3536家。特
别是在光电子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研发投入逐
年递增。

据了解，目前武汉已建成脉冲强磁场装置，武
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成为中国首个正式
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精密重力测量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之中。未来，围绕“一芯驱
动”和“三化大武汉”发展战略，存储器、航天产业、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四大国家基地，
将撑起武汉高质量转型的新“四梁八柱”。

同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研发平台
上，提升脉冲强磁场、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国家光电研究中心功能，加快精密重力测量、生物医
学成像设施建设，并谋划建设作物表型组学、空间引
力波探测“天琴计划”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中国专家绘制三阴性
乳腺癌队列多组学图谱

据新华社上海3月9日电（记者仇逸）在乳腺
癌学界被认为最难治且最“毒”的三阴性乳腺癌，
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四支专家团队历时五
年联合攻关，绘制出全球最大的三阴性乳腺癌队
列多组学图谱，并提出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基
础上的精准治疗策略。

这一研究成果8日在肿瘤学领域著名期刊
《癌细胞》发表。

三阴性乳腺癌之所以称为“三阴”，是因为这
种乳腺癌的亚型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
HER-2三个主要治疗靶点均为阴性，约占乳腺
癌发病总数的20%左右。缺乏特定的治疗靶点
是导致三阴性乳腺癌长期以来缺乏很好治疗手段
的主要原因。

目前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以化疗为主，相当一
部分患者承受了化疗的毒副作用，且因“盲目”化
疗容易产生耐药而无效、复发率高。

通过对庞大基因数据的分析，研究团队证实
三阴性乳腺癌不是传统认识中的单一类型。三阴
性乳腺癌拥有自己的“家族”，不同亚型之间可能
存在生存差异、对不同治疗方案敏感性不同。

毛致用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毛致用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受中共中央委托，汪洋等到长沙明阳山殡仪馆送别

科考队员正在建设我国首个南极雪下工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