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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
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人民奋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总统先
生专门来电话表达慰问支持，同我就
深化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体现了中韩
作为近邻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
情谊。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举全国之
力，团结一心，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经过艰苦努力，
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疫情不会
动摇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
础。我们将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
低，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中方采取强有力防控措施，
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也是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

作贡献。疫情发生以来，韩国政府和
各界纷纷向中方表达关心慰问并提供
大量帮助支持，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同包
括韩方在内的各国加强沟通合作，共
同应对疫情，促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

习近平指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
和合作伙伴。当前，中韩关系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去年年底，我和总统先
生在北京会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希望双方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迈向更高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对中韩
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的影响只是暂时
的。我相信，战胜疫情之后，中韩两国
人民友好感情会加深，双方各领域交
往合作会更加活跃。

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和人民对中
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
问。韩方积极评价中方为应对疫情所
作巨大努力，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

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一定能够早
日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韩中
是近邻，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
韩方将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愿继续
为中方抗击疫情提供援助，同中方开
展防疫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
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文在寅表示，今
年是韩中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年，韩方
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巴基斯坦总理
伊姆兰·汗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经
过广大医务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艰
苦努力，目前疫情形势已开始出现
积极变化。我们不仅有信心、有能
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而且能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

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及
时总结经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
略合作伙伴，素有互帮互助的优良
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巴方
第一时间发声向中方表达支持，克

服困难提供宝贵物资捐助，保持两
国一切正常往来。日前，贵国国民
议会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决议，全力
支持中方抗击疫情。今天总理先生
专门来电话表达慰问和支持。事实
再次证明，中巴两国是患难与共的
真朋友、同甘共苦的好兄弟。我们
将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顾好在
华巴基斯坦兄弟姐妹。

习近平指出，中巴关系保持高

水平发展。中方将始终把巴基斯坦
放在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继续同巴
方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在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配
合，让中巴关系成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伊姆兰·汗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
人民对中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
示诚挚慰问，对中方采取有力措施应
对疫情表示高度赞赏。伊姆兰·汗表

示，由于中方的有效防控，疫情并未在
世界蔓延。整个世界都感谢并赞赏中
方应对疫情的努力和成效，没有任何
国家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巴方感谢
中方为巴方在华公民提供的周到照顾
和帮助，愿继续为中方抗击疫情提供
帮助。巴方坚信，中方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全体巴基
斯坦人民都坚定不移与情同手足的中
国人民站在一起。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

新华社西昌2月20日电（李国利、赵金龙）2月
20日05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采取“一箭四星”方式，成功将新技术
试验卫星C星、D星、E星、F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技术试验卫星C星、D星、E星、F星，主要用于

在轨开展新型对地观测技术试验。
用于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和新技术

试验卫星C星、D星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新技
术试验卫星E星、F星分别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东
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26次航天飞行。

新华社昆明2月20日电 遵照最
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日对罪
犯孙小果执行死刑。

孙小果于1995年12月因犯强奸
罪被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生效后，孙小
果父母通过伪造病历帮助孙小果非法
保外就医，导致孙小果被判刑后未被
收监执行。在非法保外就医期间，孙
小果又于1997年4月至11月犯强奸
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于1999

年3月作出改判，判处孙小果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
决生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7年9月作出再审判决，改判孙小
果有期徒刑二十年。

因发现该案原审过程中审判人员
涉嫌受贿、徇私舞弊，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
月18日作出再审决定，对该案涉及原
审被告人孙小果的犯罪部分进行再
审，并于同年10月14日对该案依法

开庭审理。
该案再审期间，云南省玉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孙小果
2010年4月出狱后又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
作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
孙小果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对孙小果
的定罪量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23日依法公开宣判，维
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一审
判决中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与孙小
果新犯罪行所判刑罚合并，决定执行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于
2020年2月12日作出裁定，核准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孙小果

在强奸犯罪中具有强奸妇女多人、奸
淫幼女、在公共场所劫持、强奸未成年
女性、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当众实施强
奸、强奸再犯等特别严重情节或从重
处罚情节。孙小果犯罪手段极其残
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
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
大，依法应当予以严惩。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与新罪所判刑罚进行
合并并无不当。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
刑前，依法安排罪犯孙小果会见了近
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
权利。

孙小果被执行死刑

四星串并联全新构型 入轨精度提高一倍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西昌首飞取得哪些突破

2月20日5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采取“一箭四星”方式，成功将新技术试验
卫星C星、D星、E星、F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首次实施四星串并联发射布局、入轨精度提高近一倍、首次使用新型测发控一体化设备……这是长征二号丁火箭
首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任务，任务团队克服疫情带来的挑战，圆满完成发射任务的同时，取得一系列技术突破。

本次发射任务所搭载的四颗
星来自不同卫星厂家，“高矮胖瘦”
各不相同，为确保“打得动”，又能

“放得下”“放得稳”，本次发射首次
实施了四星串并联的发射布局。

“为了能放得下它们，我们前
前后后和卫星方迭代了近20轮。”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805所总体副
主任设计师杨勇说。

这一次的构型主要采用“两舱
串联+上层并联”四星串并联方
式，通过在整流罩和箭体之间增加
一个过渡舱放置最重最大的一颗
卫星，这不仅能保持该卫星处于一
个较好的力学环境之中，还能减轻
其余卫星的构型压力。

即便安置好了最重最大的一
颗卫星，其余三颗也不容小觑。为
了使其余三颗卫星尽可能互不影
响，又要使重量偏置较小，新设计
了三星并联支承舱，用一种内外舱
加分体式梁的构型替代了原先惯
用的整体“井字”梁构型，并为每颗
卫星设计了专用“座椅”——转接
环，让卫星能够稳定地“坐”在支承
舱上。

同时，为使三颗星并联后的
星间距和星罩间距满足要求，还
采用了“错层”布局方式。“以前
型号从来没采用过这种卫星布
局和火箭构型，也曾担心带来结
构动力学、气动等问题，但在大
量的仿真和真实试验后，表明该
构型是可靠的。”型号副总设计
师冯淑红说。

根据卫星任务要求，本发火箭入轨
精度指标提高了近一倍。“好比驾照考
试，原先的要求是倒车入库左右距离在
10厘米以内，而今要求在5厘米以内。”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郝钏钏表示，指标提高近一倍，但任务难
度增加的却不止一倍。

运载火箭入轨精度由控制系统保
证。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控制系统随着
其核心单机产品大平台、小平台、捷联惯
组的迭代更新，其控制精度始终在不断
提升。目前使用的八表光纤惯组产品已
是性能最优的产品，如何进一步提升入
轨精度？无疑是一次挑战。

“为了满足任务要求，我们选取了多
套惯组产品，并进行了数百次的入轨精
度制导仿真，最终优选了一套经仿真能
够满足入轨精度要求，且数据最稳定的
惯组产品。有效保证了火箭最终的入轨
精度。”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主
任设计师石志华说。

据负责光纤惯组产品研制的设计师
陈珊介绍，团队仍在进行新一代光纤惯
组产品的研制，其精度高于八表惯组，且
单台产品即可实现故障重构、确保系统
冗余。该产品的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火
箭精度。

与此同时，为确保火箭残骸“指哪儿
落哪儿”，控制系统团队通过充分的调研
论证，选择了一种对全箭影响最小的落
点控制方法，即一级增加导引控制。该
方案既无需进行结构改进，也无需新增
箭上产品，只需要在火箭一级主动段飞
行时实时调整火箭导引量，即可实现一
级落点控制。

这是长征二号丁火箭首次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任务，这意味
着本次任务将要在前期做很多准
备工作来确保快速适应新环境。

“这一次采用了一套新型地
面一体化测发控设备，不仅是因
为新基地需要一套新的设备，还
为了借此机会实现长征二号丁和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地面设备
的通用化。”长征二号丁副总设计
师李建强说。

测发控系统好比一个“家庭
医生”，在火箭发射前，对火箭进
行全身体检，诊断火箭的健康状
况，确保火箭在健康良好的情况
下发射。

我国运载火箭型号众多，由
于技术、管理以及历史因素等原
因，不同型号运载火箭的地面接
口千差万别，均各自配置独立的
测发控系统。在任务量激增和多
发射场执行任务的情况下，通用
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新一代测发
控系统研制迫在眉睫。

长征二号丁研制团队充分利
用前期成果，并和长征四号团队
进行充分沟通，最终，设备规模由
原来16个机柜缩减为10个，软
件配置项目数由31项减少到15
项，实现了90%的长征二号丁和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通用化
率。从而，让“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成为老黄历。

（新华社北京 2月 20 日电
记者张泉 胡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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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3.34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20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
币贷款增加3.34万亿元，同比多增1109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56.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1.3个百分点。1月份，
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
7491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2.8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1.66
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02.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比上月末低0.3个
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4.55万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较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分别低4.4个和0.4个百分点。

另外，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95.81万亿
元，同比增长8.3%。1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88
万亿元，同比少增3935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月末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 256.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07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3883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于文静）据
农业农村部20日消息，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激励
下，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不断增强，1月份全国
能繁母猪存栏继续回升，生猪出栏增加，生猪生产
稳步恢复。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据
全国400个定点监测县数据汇总，1月份能繁母
猪存栏环比增长1.2%，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部
分养猪大省能繁母猪存栏恢复势头好，辽宁连续
8个月环比增长，河北、山西和黑龙江连续6个月
环比增长，河南连续5个月环比增长。

规模猪场出栏生猪占全国总出栏量一半以
上，是市场供应的“主力军”。据统计，1月份全国
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猪场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
长2.2%，连续5个月增长。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照国务院部署，分
解下达各地生猪恢复发展目标任务，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生猪生产扶持政策督促检查，推动扩大抵
质押贷款试点范围和补贴范围，坚持抓大与带小
并重，支持大型养殖企业与脱贫攻坚任务重的
16个贫困市（州）对接，努力保持生猪生产恢复
的良好势头。

1月份全国生猪生产稳步恢复

新华社发

远望5号船
出航太平洋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据新华社南京2月20日电（刘艺 高超）远
望5号船20日上午缓缓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
部码头，奔赴太平洋某海域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这是远望5号船今年首次出航。

靠港休整期间，远望5号船在扎实开展各项
任务准备的同时，有效开展防疫工作，确保全体船
员“零感染”，安全健康进入参试岗位。春节假期
还未结束，远望5号船就及时收拢出海参试人员，
多措并举确保船员不携带病毒源出海。此外，他
们还针对性补给相关药品、消毒用品和防护用品
等，提前制订海上防疫处置应急预案，具备了出海
后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远望5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三代
航天测量船，主要担负对火箭高中低轨卫星和飞
船及空间站等目标的海上测控通信任务，圆满完
成以神舟、嫦娥、北斗为代表的63次海上测控任
务，测控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我国成功发射4颗新技术试验卫星

四部门联合发布
《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梅世雄 孙少
龙）记者19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经国务院、
中央军委同意，退役军人事务部、外交部、财政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联合发布《境外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办法》共20条，对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理的总体要求、管理体制机制、保护内容方式、相
关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办法》的出台，是烈士褒
扬工作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于更
好推动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管理，弘扬
英烈精神、凝聚民族情感、传承中外友谊、展现国
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我国约有180处境外烈士纪念设
施，分布在27个国家，共安葬烈士约1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