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0年8月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苏建强A08 综合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记
者 胡 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8 月 2 日 7 时整，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3000 牛发动机开机工作 20 秒，
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继续飞向火星。

截至第一次轨道修正前，“天

问一号”已飞行 9 天 17 个小时，
距离地球超过 300 万公里，探测
器各系统状态良好。此次 3000
牛发动机点火，在完成轨道修正

的同时，验证了发动机在轨的实
际性能。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
经历深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正，奔

火飞行6个多月后抵达火星附近，通
过制动被火星引力捕获进入环火轨
道，开展着陆火星的准备和科学探
测等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 2日电 8月 2
日一早，“天问一号”传来最新消息：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和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科研人员的携手努力
下，“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实
施了地火转移轨道首次中途修正。

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深空探
测总体部部长耿言介绍，在地火转
移轨道飞行过程中，探测器会受到
入轨偏差、控制精度偏差等因素影
响。由于探测器长时间处于无动力
飞行，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逐渐累
积和放大。

因此，执行飞行任务时，科研人
员需要根据测控系统测定的探测器
实际飞行轨道与设计轨道之间的偏
差，完成对应的探测器姿态和轨道
控制，确保探测器始终飞行在预定
的轨道上。中途轨道修正的关键在
于修正时机的选择以及每次修正的
实施精度。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
环绕器技术副总负责人朱庆华介绍：

“现在很多汽车都具有车道保持功
能，如果车偏离了自己的车道，就会
自动修正方向，让车回到原本的车道
上来。火星探测器的轨道修正与之

类似，但不同的是火星探测器要修正
的不仅仅是飞行方向，还有飞行速度
等多个变量。而在茫茫太空，探测器
也没有道路标线作为参照物，因此难
度很大。”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
到，火星探测器首次中途轨道修正任
务由五院和八院密切配合实施。此
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精准地将火
星探测器送入了预定轨道，使得这次
轨道控制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入轨精
度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探测器上携
带的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的
3000N轨控发动机是首次太空点火工
作，验证了发动机在轨的实际性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型号总师兰
晓辉说：“3000N轨控发动机主要承
担着三项任务，一是太阳系‘三环’转
移到‘四环’过程中的姿态修正，二是

‘四环’上的‘刹车制动’，三是火星附
近的轨道调整。”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
经历深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正，奔
火飞行6个多月后抵达火星附近，
通过制动被火星引力捕获进入环火
轨道，开展着陆火星的准备和科学
探测等工作。

从地球奔向火星：

“天问一号”为什么
要进行中途修正？

这
是
八
月
二
日
在
北
京
航
天
飞
行
控
制
中
心
拍
摄
的
现
场
画
面
。

新
华
社
记
者

才
扬

摄

措施“变味”、资源闲置、治理不严……

停车难“堵点”如何打通？
为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当前多地积极采取增供泊位数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等措施，

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新华社记者走访沈阳、银川、南京等地发现，仍存在小区大量车位“宁空不租”、“智慧停车”变味、

“乱停车”治理效果不佳、新建立体停车场闲置等问题，影响治理效果。
为缓解城市停车难，多地制定

了明确的增供计划。据记者了解，
沈阳计划2020年再解决停车缺口
30万个，基本达到供需平衡；银川
计划 2020 年新增各类停车泊位
10000个。

各地增供的泊位多来自新建
停车位或立体停车场、旧泊位复
线、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小区配套
等渠道。

可以智能找车位并自动缴费的
“智慧停车”技术因能提升停车计时
计费准确率、车场利用率、周转率、
停车费收缴率等指标受到各地青
睐。沈阳、南京、青岛等多地已采用

“智慧停车”技术开展热点区域临时
泊位分时收费，用价格杠杆提高停
车位的周转率。

多地还加强治理“乱停车”力
度。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
市公安局交警分局大力整顿
主次干道机动车乱停乱
放问题。苏州实施《苏
州市机动车停车场管
理办法》规范引导车
辆有序停放。

“治理停车难不
能只盯住车位，鼓
励市民积极乘用公
共交通很重要。”沈阳
市城乡建设局交通建
设管理处 处 长 谢 宇 表
示，在换乘公交枢纽、地
铁站附近建设大型停车场有
利于市民更多公交出行。另
外，他介绍，当前常用的治理
思路是鼓励各类资本利
用城市周边土地增建
停车位，并在城市核
心区适度建设立体
停车场。尽量利用
地下闲置泊位保障
基本泊位供应，
并大力加强治
理违停的力
度。

——治理措施“变味”。记者发
现，有城市相关部门推行“智慧停车”
的主要方法是在街道两侧划出停车线
后分类收费，引来市民质疑。

有市民告诉记者，自家小区周边
原本免费的停车位被冠以“智慧停车”
之名开始收费。但自家入位车辆被剐
蹭后却没有管理人员或机构对此负
责。一位沈阳市民反映，由于“智慧停
车”位收费不低，不少人冒险将车停在
车位外，反而加剧了交通拥堵。还有
部分市民向记者表示，当前“智慧停
车”未能有效帮助解决停车困难，“只
是自动收费而已。”据悉，一些地方已

“喊停”相关措施。
——泊车资源闲置。记者走访宁

夏等多地居民小区时见到，部分小区
地下空置停车位多达上千个，可小区
及周边地面上却被停得满满当当，甚
至违停严重。

宁夏有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种情况往往与小区对地下车
位强行“只卖不租”有关。银川多名
房地产从业者向记者透露，开发商对
地下车位“宁空不租”是由于出租车
位资金回笼慢且可能影响房屋销售。

在沈阳也有部分小区车位随楼盘
“只卖不租”，引起居民不满。据了解，

居民不愿购买相关车位的主要原因是
不少车位无法办理产权证且价格不菲。

记者还在沈阳城区见到，有立体
停车场运营不佳，建成后不久即被闲
置，入口上锁，钢架结构锈迹斑斑。部
分正在运营的立体停车场则生意冷
清，乏人停车。但就在旁边街道上，却
有不少违停乱放的车辆。

沈阳一家立体停车建设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一方面新建立体停车场
前期投入巨大，“部分大型停车管理公
司每年还贷就得一两个亿，压力很
大”；另一方面，违停成本低、市民对立
体停车不适应，导致客流量小，不少立

体停车场经营困难。
——“乱停车”治理效果不佳。南

京鼓楼区蓝天园小区北门外的单线道
龙云路，宽仅四五米。记者了解到，这
里多年来都是“乱停车”重灾区。“晚上
开车经过实在太危险了。”附近居民刘
女士告诉记者，这里直到去年底清理
消防通道，严重违停才有所改善。不
过她认为，附近居民停车难问题并未
改善，违停重现只是时间问题。

南京迈皋桥支路附近长期存在停
车乱象，在经城管部门采取加装隔离
设施、增建停车场等一系列措施后，记
者看到附近仍有多种车辆乱停乱放。

多地积极施策缓解
“停车难”

这些“堵点”让治理效果打折扣

综合施策为“停车难”治理提速增效

2个台风接连生成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高敬）8月伊
始，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和第4号台风“黑格
比”相继生成。中央气象台8月2日10时发布台
风蓝色预警。

1日，受台风“森拉克”影响，广东沿海、海南
岛东北部和南部及广西防城港等地降暴雨，广东
汕头、海南文昌和琼海等地局地大暴雨。

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的中心2日10时位
于浙江省苍南县东南方大约690公里的西北太平
洋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黑格比”将于3日
夜间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热带
风暴级）。登陆后，强度迅速减弱。

受台风影响，预计8月2日至3日，北部湾、
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和西部及钓鱼岛附近海
域、浙江中南部沿海将有6至7级大风。其中，
台湾以东洋面和东海南部的部分海域及钓鱼岛
附近海域风力有8至9级、阵风可达10至11级，

“黑格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0级、
阵风12级。海南岛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
和西部、云南东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有大雨或暴雨。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高级工
程师向纯怡介绍，8月是台风活动最频繁的月
份。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
8月有近6个台风生成，通常会一个台风接着一个
台风，甚至出现“多台共舞”的局面。从登陆情况
看，8月平均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约为1.9个，登
陆广东的最多，其次为福建和台湾。

她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8月在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个数为4至6
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为2至3个，较常年同期
略偏多。气象部门将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做好相
关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

赵一德任陕西省代省长
新华社西安8月2日电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8月2日决定，
接受刘国中辞去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
任命赵一德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

新华社长沙8月2日电（记者谢樱 周勉）暑
假已至，近日多地发生学生溺亡事件，再次敲响假
期安全警钟。

7月9日，8名学生高考结束后，到广东湛江市
渔港公园游玩，一学生下水之后失踪，后被发现死
亡；6月21日，重庆市潼南区米心镇8名学生玩耍
时一人落水，旁边7名学生下水施救，全部溺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
的一封信》中指出，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非正常死
亡的“第一杀手”，遏制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溺亡事
故刻不容缓。

记者发现，令人心痛的悲剧背后，存在教育、
监管环节“四大隐患”。

风险警惕麻木松懈。多位中小学教师指出，
每年暑期放假前学校会下发一封《致家长信》，明
确告知溺水危险要注意防范，并要求家长签名提交
回执单。“一些家长对回执单签多了显得麻木了，
老师反复督促甚至造成家长反感。”一位教师说。

监护看管漏洞不少。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
肖政辉告诉记者，在城市，不少年轻家长因玩手
机、打游戏、打麻将对孩子疏于看管。而在农村，
儿童溺水死亡风险更高些，不少是因为留守儿童
缺乏足够看护监管。

环境风险排查不透。记者发现，部分农村地
区河道、水沟水库、池塘等均缺乏安全标志。还有
一些河塘、施工场地，一到雨季水深突增，形成一
个个“夺命大水坑”。

急救知识传播不够。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
院副教授刘声涛称：“重庆市潼南区这一起溺亡事
件很典型，为救一个孩子，多个孩子先后溺水，令
人心痛。让孩子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非常必要。”

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指出，“防溺水”工
作涉及学校教育、家庭看管、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一些地方已开始有益探索。为了整合多方力
量，河流水网密布的湖南省怀化市探索“九长”负
责制，即县市区长、局长、乡长、校长、班长、“村长”
（村主任等村干部）、河长、组长、家长上下联动，建
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溺水工作责任网络。

据怀化市委副书记陈恢清介绍，当地集中排
查整治水域隐患，每个河段、水库都配备专门的巡
查员或专管员，实行“一河一策”“一库一策”，做到
每天中午、放学时段不少于两次巡查，学校周边水
域安排专人值守并进行监管，形成学生防溺水“千
人巡河，万人参与”的局面。

刘声涛建议，各地应完善预防溺水应急预案，
加强救援队伍、设施的建设。

李斌建议，儿童防溺措施应“有堵有疏”，可在
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开辟“安全水域”，划定开放时
段，安排专人值守、现场救援，让孩子们有安全、清
凉的避暑去处。

查隐患、筑合力
让儿童溺亡悲剧不再重演

“天问一号”探测器
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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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等

专家认为，理顺体制机制、强化法治治
理、增加资源供给是当前“停车难”治
理提速增效的发力方向。

——理顺体制机制，明确治理主
体。专家建议，可在多部门间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围绕停车规划、车位配
建、标线施划等问题合力协作，统筹策
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推进问题
解决。也可设立机构，全面负责停车
设施管理、收费人员日常培训管理，参
与公共停车场的投资、建设、管理和
运营。

——强化法治治理，提升治
理效能。“广州、西宁等地在当
地管理规范中明确了允许车位
出租是房地产销售必要条件之
一，而银川目前没有类似规范
依据，这使得监管部门缺乏落
实整改的有效手段。”银川市住

建局房地产管理科副科长
雷翔宇建议通过立法填

补相关空白，将治理

“宁空不租”变“软”为“硬”。
宁夏政协常委李立提醒，“乱停

车”问题是“停车难”治理短板，应特别
重视，相关执法检查应建立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执法必严、处罚必实。

——增加资源供给，落实扶持政
策。梁启东等专家建议，治理停车乱
象需要疏堵结合。从严执法的基础是
通过增加公共停车位和停车用地供
给、完善补偿政策等举措，为公众提供
更多更好的停车服务。

部分停车企业负责人建议有关
部门应落实有政策依据的扶持办
法。“立体停车场（楼）类项目前期投
入大、资金回笼慢。为鼓励企业投
资，有政策规定规划停车场用地时，
可允许企业配建部分商业网点增加
收入。”一名立体停车场经营者告诉
记者，这些政策往往未能有效落实，

“要么供地太偏远，要么根本没给配
建用地。”

（新华社沈阳8月2日电 记者孙
仁斌 丁非白 杨稳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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