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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总
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于7月下旬到8月上旬择机实施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作为目前
我国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被亲
切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此次将迎
来它的第四次发射。那么，为什么说

“探火”任务非“胖五”莫属？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2006年由国

家正式批准立项研制，2016年11月3
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
可谓十年磨一“箭”。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外形巨大，总长约57米，箭体直
径达到5米，而此前我国现役火箭箭
体直径最大的只有3.35米，由于其显
著粗壮的外形，被亲切成为“胖五”。

据了解，人类探测火星的方式与
探测月球的方式基本类似，包括环绕
探测、着陆探测、巡视探测、采样返回
探测和载人登陆探测等五种。其中采
用环绕探测方式可以对火星进行整体

普查甚至是全球勘测；采用着陆探测
和巡视探测方式可以对火星进行区域
性详查；采用采样返回探测和载人登
陆探测方式可以对火星进行区域性精
查。但它们按前后顺序来说技术难度
是越来越大，所以一般都采用循序渐
进的方针，先进行环绕探测，然后进行
着陆探测、巡视探测、采样返回探测，
最终进行载人登陆探测等。

专家介绍，目前，人类在探月的历
程中，这些探测方式都采用过，但每次
发射基本上只采用其中的一两种探测
方式。与月球探测相比，由于火星距
地球的距离比月球距地球的距离遥远
得多，探测火星的难度也比探测月球
的难度大得多。因此，至今人类对火
星的探测只采用过环绕探测、着陆探
测、巡视探测方式，未来的目标是对火
星进行采样返回探测和载人登陆探
测，但难度、投资和风险都将很大。

航天科普专家钱航告诉记者，一
次发射完成多种探测的好处是可以

“少花钱，多办事”，但技术复杂，风险
很大，所以一般很少采用。目前，只有
美国成功实现过一次发射完成环绕探
测和着陆探测。欧洲曾两次进行类似
的火星探测活动，但都只完成了环绕
探测，着陆探测均以失败告终。

“我国即将实施的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计划通过一次发射完成火星环
绕、着陆和巡视三项任务，起点很高，
同时也具有很大挑战性。”钱航介绍，
发射深空探测器，需要运载火箭提供
足够的发射能量，使探测器获得足够
大的初始速度。在分离速度确定的
条件下，重量越大的探测器，所需要
的发射能量也越大。在长征五号火
箭出现之前，当时运载能力最强的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大约可以将两吨
左右的探测器送入地火转移轨道，而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火转移轨道
发射能力，超过了5吨。所以说“探
火”任务，只有“胖五”能够胜任。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17日电）

矗立文昌 蓄势待发！

““探火探火””任务为何要用任务为何要用 发射发射？？

据新华社西安7月17日电（李
国利 王晓学）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近
日对地面测控通信系统进行适应性
改造，搭建起超强深空测控网全力保
障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 7 月下旬
到8月上旬择机实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当探测器成功进入地火转移轨道
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深空
站、佳木斯深空站将为其提供全程
测控支持。

据介绍，火星探测器最远接近4
亿公里的探测距离以及近7个月的地

火转移时间，对测控通信系统而言将
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重点对
两个深空站的对频率综合系统、多功
能数字基带、监视和控制系统设备
软硬件进行升级，为执行相关任务
提供更加稳定、强大的测控保障。

全力保障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我国改造超强深空测控网

7月17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拍摄的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
新华社发（张高翔 摄）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
不超20万元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李延霞）为规
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促进互联
网贷款业务平稳健康发展，中国银保监会17日对
外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明确，互联网贷款应当遵循小额、短期、
高效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
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到期
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

风险管理方面，办法要求商业银行针对互联
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贷前、贷
中、贷后全流程进行风险控制，加强风险数据和风
险模型管理，同时防范和管控信息科技风险。

规范合作机构管理方面，办法要求商业银行
建立健全合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在内控制度、
准入前评估、协议签署、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管
理、压实责任。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的，办法提出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等要求。

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办法明确商业银行应当
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对借款人数据
来源、使用、保管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新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亮相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许可）外交

部新闻司副司长汪文斌17日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首次在蓝厅亮相。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结束前，同为外交部发言
人的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向在场的中外记者介绍汪
文斌。她表示，汪文斌从事外交工作已经27年，曾
在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政策司、办公厅以及中
国驻塞内加尔、喀麦隆和毛里求斯使领馆工作。
他于2017年至2020年期间任中国驻突尼斯大
使，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作为外交部第32任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表
示，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会认真对待记者提出的每
一个问题，为大家的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外交部于1983年正式建立发言人制度，是中
国最早建立发言人制度的政府部门。目前，外交
部是中国唯一每个工作日都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政
府部门，共有华春莹、汪文斌、赵立坚三位发言人。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速转正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申铖）财政部
17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同比增长3.2%，由5月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这也是年内首次月度正增长。

从上半年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176
亿元，同比下降10.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44347亿元，同比下降14%；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51829亿元，同比下降7.9%。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81990亿
元，同比下降11.3%；非税收入14186亿元，同比下
降8%。从主要税收收入来看，上半年，国内增值
税28770亿元，同比下降19.1%；国内消费税7711
亿元，同比下降9%；企业所得税23376亿元，同比
下降 7.2%；个人所得税 5782 亿元，同比增长
2.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6944亿元，同比下
降16.2%；关税1192亿元，同比下降15.2%。

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6411亿元，同比下降5.8%。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16344亿元，同比下降3.2%；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067亿元，同比下降6.2%。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31479亿元，同比下降1%；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45212亿元，同比增长21.7%。

央行开展
20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张千千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17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000亿元的7天期限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
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000亿元。本周央行累
计开展3300亿元逆回购操作和4000亿元中期借
贷便利（MLF）操作。

央行17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20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
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平。

10619米！

“海燕-X”刷新水下滑翔机
下潜深度世界纪录

新华社青岛7月17日电（记者张旭东）记者
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了解到，
由其组织实施的“海燕-X”水下滑翔机万米深渊
观测科学考察航次近日顺利结束，“海燕-X”最大
下潜深度达10619米，刷新了由其保持的水下滑
翔机下潜深度8213米的世界纪录。

据介绍，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验室（天津大学部分）
研发的2台万米级“海燕-X”水下滑翔机，在本航
次开展了连续5天的综合调查，共获得观测剖面
45个，其中万米级剖面3个，“海燕-X”的下潜深
度分别为10245米、10347米和10619米。

科研人员表示，连续获得万米深度滑翔剖面，
充分验证了“海燕-X”水下滑翔机在深渊环境下
的工作可靠性，以及超高压浮力精准驱动、轻型陶
瓷复合耐压壳体、多传感协同控制等万米水下滑
翔机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在万米水下滑翔机关
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近
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
中给江西、湖北等省区市下拨专项
资金1.2亿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

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组织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防汛救灾一线，冲锋在前、
勇于担当，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全力做好抢险救灾、灾后重建
等各项工作。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主
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
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
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

众。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
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下
拨给基层，投入防汛救灾，做到专款
专用。

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2亿元支持防汛救灾

新华社郑州7月17日电 （记
者翟濯）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获
悉，黄河将于近期正式迎来“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当前，长江和太湖
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后期
雨带将会北抬，黄河中游、淮河等河
流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北方
河流防汛将成为下一阶段重点。

据介绍，黄河“七下八上”洪水
多发期主要是指每年7月下半月至
8月上半月。每年的大洪水也多出
现在7月至8月，花园口水文站发生
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大洪水12
次，“七下八上”期间发生8次，此期
间内的黄河防汛需高度警惕。

根据气象预测，今年汛期，降
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空
间分布，涝重于旱。今年汛期黄
河上游、渭河等来水偏多，可能发
生区域性较大洪水，盛夏区域性
干旱可能重于常年，水旱灾害防
御任务艰巨。

目前，随着治黄信息化的不断
推进，流域内346座大型及重点中
型水库已实现在线监测，1000多路
视频信号实时传输。今年“智慧黄
河”工程将进一步推进，并在提升水
文测报能力、加强通信传输保障、推
进共治共享等方面不断发力，全力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黄河进入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新华社上海7月17日电 （记
者杨有宗）记者从水利部太湖流域
管理局获悉，17日7时，太湖达到保
证水位，并呈缓慢上涨趋势，太湖流
域8时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据悉，受入梅以来连续强降雨
影响，17日7时，太湖水位涨至4.65
米，达到保证水位，太湖流域发生超
标洪水。据预测，太湖水位将继续

上涨，流域防洪形势十分严峻。17
日8时，太湖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太湖流
域管理局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Ⅰ级应
急响应。

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出通知，要
求流域内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水
利部门严格执行《太湖超标洪水应
急调度方案》，全力排泄太湖洪水。

太湖流域启动
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武汉7月17日电（记者
李思远）受强降雨影响，近日长江上
游干流及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快速上涨，7月
17日10时达到50000立方米/秒。
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来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长江
2020年第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

成。预计17日20时三峡水库最大
入库流量在55000立方米/秒左右。

14日以来，四川东部、重庆等地
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三峡水库拦蓄
洪水，水位不断增加。17日10时，
三峡水库出库流量为 32200 立方
米/秒，水库水位达到157.11米，超
出汛限水位12米多。目前，三峡水

库已动用防洪库容约70亿立方米，
还剩约150亿立方米。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长江
流域强降雨过程仍会持续。预计17
日至 19日，强降雨区缓慢东移南
压，乌江、三峡区间、清江、汉江中下
游、洞庭湖水系西北部、长江中下游
干流附近有大到暴雨。

“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见》提出六个方面任务举措。
一是大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吸

引培育一流创新人才，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

大，积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强对
科技创新创业的服务支持，进一步激
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三是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做
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推进产业迈向
中高端。

四是加大开放创新力度，推动区

域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融
入全球创新体系。

五是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服务，优化土地
资源配置，建设绿色生态园区，营造高
质量发展环境。

六是加强分类指导和组织管理。

国务院科技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做好国家高新区规划引导、布局优化
和政策支持等相关工作，省级人民政
府要将国家高新区作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所在地市级人
民政府要切实承担国家高新区建设的
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国务院印发《意见》

六举措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防汛抗洪

7月17日，长江重庆朝天门段水位明显上涨。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胖五胖五
一版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