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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国商业火箭国家队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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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4）海中法民
破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港澳国际破产。管理人现依法处
置变卖港澳国际破产财产，招聘拍卖公司，拍卖破产企业财产。

一、拍卖公司条件
1.依法成立并开展拍卖业务3年以上；2.依法取得《拍卖经营批

准证书》；3、拍卖资质须达A级以上。
二、提交资料
（一）投标文件清单：
1.营业执照；2.资质证书；3.拍卖师资格证书；4.提供近三年完

成的不少于两项的业绩材料（提供合同）；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无行业处分记录的书面声明

原件；6.承诺函原件（管理人提供）；7.报价函；8.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身份复印件。

说明：提交资料应当由单位公章并法定代表人签名；提交的复
印件应加盖公章，文件应当按上述顺序装订并密封，封口处盖章。

（二）提交时间：2019年8月24日17:00前
（三）提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帝豪大厦负一层管理人

处，联系单位：联系电话：0898-68526218。
三、管理人以拍卖变现为目的，综合评定选定一家或不超过三

家拍卖公司联合拍卖，并与管理人签订委托拍卖协议。
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8月18日

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招聘拍卖公司公告
（2014）万律港澳破管字第19号

供 求

作废声明
海南锦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因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磨
损，声明作废。
▲苏叶让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新龙镇龙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01209号，
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太平村民委员会
主任陈焕日原印鉴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县瑞溪镇山琼村民委员会
加连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 倪华琦遗失人民警察证一张，
证号：4603184，特此声明。
▲李鹏程不慎遗失坐落在海南省
澄迈县金江镇环城西路西侧金江
国用（1997）字 第（2060）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面积为 161.5 平方
米。特此声明作废。
▲杨丹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519970924102X, 特 此 声
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陵水新村时代网络科技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69034MA5RD
MK5XM，声明作废。

公告
本人蒙忠民，1997年从郭娜加（身
份证号5190045 70611006）处购
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一横
路15号的一套两层混合结构的房
屋，建筑面积为132.12平方米，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房字第7828号，
现因无法找到郭娜加办理过户手
续，为确认本人与郭娜加之间房屋
买卖关系合法有效，特此公告，如
有对我方上述买卖关系持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
方提出异议，也可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

公告人:蒙忠民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新华社酒泉8月17日电（记者胡
喆）一声惊雷响彻戈壁，一条捷龙腾空
而起。8月17日午间，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抓总研制的捷龙一号遥一火箭
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以

“一箭三星”方式顺利将三颗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这是捷龙一号运载火箭执
行的首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商业火箭
领域国家队的全新探索。

捷龙一号总长约19.5米，箭体直径
1.2米，起飞重量约23.1吨，是我国固体
火箭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由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中国长
征火箭有限公司采用商业化模式面向
商业小卫星发射市场打造。同时，它也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型纯
商业运载火箭。自2018年2月研制工
作正式启动，到今日首飞成功，捷龙一
号只用了不到18个月时间，成为中国

航天研制周期最短的火箭之一，创造了
商业火箭研制的“捷龙模式”。

“探索浩瀚宇宙，是我们不懈追求
的航天梦。如今一条捷龙横空出世，打
开了中国运载火箭国家队的新天地。”
曾任我国“金牌火箭”型号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龙乐豪在发射现场激动地说。

“捷龙火箭虽小，但它五脏俱全且
性能优异，能实现500公里太阳同步

轨道200公斤运载能力，在我国固体
商业火箭中运载效率是最高的。”捷龙
一号运载火箭项目技术经理龚旻介
绍，捷龙火箭在国内创新采用了卫星
倒装的空间布局形式，可为卫星提供
两种类型的完整舱段空间，满足用户
一箭一星或一箭多星的发射需求，实
现全箭控制执行机构简化设计，为微
小卫星技术验证、星座组网和补网提
供更加安全、灵活、经济、迅速的服务。

“200秒就能从北京拍到上海”：

揭秘千乘一号01卫星
可实现2米分辨率的对地成像，200秒就能

从北京拍到上海……17日随捷龙一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入轨的千乘一号01卫星，是我国民营卫
星创业公司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规模最大的一颗
卫星，星上搭载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院508所研制的新型可见光相机，能够根据地
面指挥系统的指令，实现对重点目标区域的成像，
图像的获取效率极高。

民营卫星创业公司
自主研发规模最大的一颗卫星

千乘一号01星由千乘探索公司研制，作为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大力发展高精尖
产业、推动原始科技创新的成果之一，北京市海淀
区政府为其冠名“海创千乘”号。该星历时14个
月完成研制，整星重量65公斤，取得30余项自主
知识产权，完成10余项技术创新及工程落地。

千乘一号01星是我国民营卫星创业公司迄
今为止自主研发的规模最大的一颗卫星，也是第
一颗同时具备遥感和地球探测功能的业务卫星，
是千乘探索公司推进“遥感+”（遥感+通信+导
航）空间信息融合应用体系的首秀。

据了解，千乘探索公司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完成
24颗卫星的工程组网，以及全球4套地面站的建设部
署，形成全球任一地点的小时级空间信息服务能力，
补充我国在轨空间基础设施能力，支撑国防、应急、国
土、农业、林业、城市管理等领域空间信息应用。

相机“瘦身”15%
重量只有10.8公斤

千乘一号01星上搭载的可见光相机继承了
508所的成熟型号，虽然之前型号相机已经在减
重上下了大工夫，本身的重量已经很轻，但用户还
是希望能把重量再减少2公斤。508所轻小型相
机事业部相机技术负责人牟研娜告诉记者，对于
动辄几百公斤的大相机来说这点重量确实不算什
么，但对于本身只有十几公斤的“小家伙”而言，这
着实是个挑战。

“然而，相机减重2公斤，卫星就会减重约10
公斤，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减重10公斤便可节约
五六十万元的发射成本。”牟研娜说，综合考虑力
热条件、成本、进度等因素后，确定了最终的减重
方案，进行了一定的减重，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
和仿真验证，最终实现了相机15%的“瘦身”，重
量只有10.8公斤，满足设计要求，性能依旧完美。

500多公里太空轨道上
分辨出地面2米左右的物体

据介绍，此次卫星搭载的包括凝视视频模式、
条带拍照模式、推扫模式等多种模式。

凝视视频模式可结合卫星平台机动能力盯住某
一目标拍摄该目标的一系列动态图像，组成视频，视
频的像素分辨率比目前普通家用电视的4K高清还
高，同时它还具备较高的地面像元分辨率，这能让它
在500多公里的轨道上分辨出地面2米左右的物体。

条带拍照模式获取的图像为单幅，对应6公
里宽、8公里长地面区域的完整图像，相邻图片具
有一定的重叠率，最终地面上合成一幅8公里宽、
35公里长的条带图像，信息量的增加和高重叠率
为后续图像的处理与像质提升创建了有利条件。

推扫模式是遥感相机的常见模式，千乘一号01
星可见光相机由于要具有视频和拍照的功能，因此
采用的是面阵成像器件，相机设计师通过星上数字
图像处理实现了传统相机的时间延迟积分功能，在
这种模式下卫星以正常高速度飞行，相机的图像获
取效率极高，200秒就能从北京拍到上海。

508所轻小型相机事业部负责人张宏伟表
示，多种模式结合整星平台的机动能力，在不增加
卫星成本的基础上做到了一机多用，通过不同模
式遥感数据源的获取，满足了港口与海上船只探
测应用、矿区估产、城市发展规划制定、高分辨率
卫星地图制作等多种商业应用，可为用户和社会
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

(新华社酒泉8月17日电 记者胡喆)

“小个头有大智慧”：

捷龙一号首飞 大看点
8月17日，捷龙一号成功首飞。作为中国运载火箭家族最年轻的新成员，捷龙一号是目前我国最小的

一款运载火箭，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首枚纯商业火箭。别看它个头小，却满满的都是科技含量。

总长约19.5米，箭体直径1.2米，起飞重量约23.1吨，是我国固体火
箭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别看捷龙一号个头小，但运载效率
却很高，创新是实现瘦身健体的秘诀。

为实现高性价比、高可靠、快履约、快发射的特点，捷龙一号优化发
射准备流程，缩短发射准备时间，采用一车一箭方式，成熟期运抵发射
场后能够实现24小时内快速发射；在制造上通过大规模组批生产，缩短
发射服务履约周期，与用户签约后6个月即可出厂。

在入轨过程中卫星倒置“翻筋斗”、简化控制系统与冗余设施让火
箭体态“更轻盈”、通过模块化开发设计生产让造火箭“更简单”……捷
龙一号运载火箭技术经理龚旻向记者介绍起捷龙的新本领可谓“如数
家珍”。

同时，捷龙一号火箭还是我国首个全面采用智能化技术进行数据
分析与判读的固体火箭，利用分布式网络完成多点并行在线数据解析、
分发与判读，结合专家系统、神经网络等算法设计智能数据分析系统，
实现测发控和遥测数据多维度判读，自动生成测试评估报告，大幅提升
测试效率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这些技术和模式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60
余年技术、数据、人才等各方面的积累与沉淀。”龚旻说，捷龙一号的探
索，打开了一扇窗，让体制内科研院所年轻人的“金点子”能够更快拥有

“试金石”，干一番新事业的创业激情让创新活力一下子就激发了出来。
捷龙一号研制团队以80、90后为主，平均年龄仅31岁。在这支创

新“生力军”中，他们常常用“头脑风暴”擦出解决难题的“火花”，刚刚在
创新大赛中崭露头角的创意也能直接转化运用到产品上来。

“作为年轻人，我们总想干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事情。在这里，我
们更能放手去拼、大胆去干。”85后的捷龙一号飞控系统副主任设计师
宋志国说。

“多年来，我们先后自主研制了12种不同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
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等一系列重大跨越，我们抓总研制的火箭见证了中
国运载火箭发展的每一步，捷龙将成为中国火箭的新起点。”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说。

无论是商业航天国家队的快舟、捷龙、长征十一号，还是
中国民营航天企业的首次入轨发射及可回收发射试验，一段
时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正在加速前行。

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提出了“让航天技术链接人类生
活”的发展愿景。这让一度被认为是“官办”商业航天的“国家
队”，真正进入了“纯商业化”的探索新阶段。

“我们既立足中国航天60余年的积累，又打开大门办商
业航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吴燕生董事长指出了新
时代中国商业航天的新变化：“利用社会资本开展研制生产，
促进模式创新。”

“一家独大的市场是没有活力的。”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
司总裁唐亚刚认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多方参与的商业航天，来
促进我们自身的变革和其他航天领域的技术创新。

“作为商业航天国家队不能低水平重复，我们有责任引领
商业航天，将中国的商业航天往高端、创新驱动去引领，真正
把中国商业航天作为中国航天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亚刚说。

如今，随着全新型号商业运载火箭捷龙一号的成功首飞，
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必将有更多值得想象的空间。

根据规划，捷龙一号将按照“三步走”来开展运营：第一步
是从2018年研制启动到2019年8月完成首飞任务，创新商
业、研发、运营等三种模式；第二步是从2019年1月到2020
年12月，完成研制批任务5发，完成1.4米卫星舱方案设计和
飞行验证，具备国内各主要发射场实施发射的能力；第三步从
2021年起，进入成熟批任务阶段，为每10发一批，实现较高
的国内发射占有率，打造“捷龙”国际品牌。

唐亚刚介绍，“龙系列”现在初步考虑两个系列，一个捷
龙系列、一个腾龙系列，捷龙系列以商业固体运载火箭为
主，对发射设施的依赖度比较低，而且比较灵活。腾龙系列
以液体运载火箭为主，运载能力较大。

7月26日，我国运载火箭首次“栅格舵分离体落区安全控
制技术”试验取得成功，为后续发展可重复使用火箭奠定了基
础。

“我们是不同的技术途径、技术路线都在做，包括垂直起
降的、水平起飞返回的。现在我们已经加快了重复使用技术
的开发，预计未来2到3年，就会实现中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
的应用。”唐亚刚说。

(新华社酒泉8月17日电 记者胡喆)

中国商业航天的创新“生力军”

2到3年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
“纯商业化”探索未来可期

我国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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