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实现地火转移轨道探测器发射
首次实现行星际飞行
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软着陆
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表面巡视探测
首次实现4亿公里距离的测控通信
首次获取第一手的火星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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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陵水，某军用机场，还是当
年的那条跑道。

国产各型特种飞机频繁起降，海
军航空兵某部的飞行训练从东方破
晓一直持续到繁星满天。

20年前的4月1日，海军航空兵
飞行员王伟驾驶着歼-8Ⅱ飞机，从
这里战斗起飞，跟踪监视进入我专属
经济区上空的美军EP-3侦察机。
因突遭美军机大转向撞击，飞机坠
海，王伟壮烈牺牲。

王伟，1968年出生，浙江湖州人，
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海军少校军衔。
当年在很多战友眼中，王伟不仅是一
名技术精湛、痴迷飞行的优秀飞行员，
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热爱生活的大男

孩。多年以后，王伟生前的战友们，仍
会回忆起当年的训练和生活。

“他们的战斗意识特别强，一拉警
报，起飞特别快。”某弹药大队的一级
军士长张优涛回忆说，他当年的宿舍
紧邻飞行员食堂，经常看到王伟和战
友们丢下饭碗奔向战机。在这里，执
行类似紧急升空任务是“家常便饭”。

王伟当年住过的宿舍，现在住的
是海军航空兵某部空勤大队的官
兵。副大队长朱才远回忆说，20年前
他刚好上高三，王伟的英雄事迹经媒
体报道后，刚好部队来招飞行员，他们
年级有20多名同学报了名。朱才远
后来到了飞行学院，刚好又分到了王
伟原来所在的一队。

“我是在王伟精神感召下入伍
的，我觉得这就叫前赴后继。”朱才远
说。每次在空中跟外国军机遭遇，他
都会对自己说：“历史绝对不会重演。”

在同龄飞行员中，王伟是战斗起
飞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次数最多
的一位。他曾升空2000多次，有丰富
的海空飞行经验。在改装当年最先进
的国产战机后，王伟第一个飞满1000
小时，很快就成为能飞四种气象的“全
天候”一级飞行员。

这种刻苦训练的精神被总结为
“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飞行员迟道
衡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在王伟最后起
飞的跑道上起降训练和执行任务。
训练是枯燥而反复的，需要形成“肌

肉记忆”。在迟道衡心中，王伟那么年
轻就能成为“全天候”一级飞行员，“是
非常厉害的事情”。更让他佩服的，是
王伟的血性。“在这条跑道上起飞，如
果不敢言牺牲，就不能说自己心中有
国家。”迟道衡说。

因为王伟，陵水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县城，成为了热血青年逐梦的地
方。机械师曾强、空中雷达员徐伟建
都是在分配名单上，看到了“陵水”这
个地名，选择来到这里服役。这里有
我国先进的特种飞机。“我总是在提
醒自己，不能让飞机带着故障上天，
否则对不起他的牺牲。”曾强说。

王伟牺牲后，被中央军委追授
“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

章，被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入
选“最美奋斗者”。

今年4月1日，是王伟牺牲20周
年。曾在这条跑道尽头执勤的退役大
学生士兵章原，专门赶到了位于杭州
的王伟烈士衣冠冢，在雕像前写下了
三页长信。他在信中说：“中华民族从
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
缺，未来也绝不会缺。”

海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学员们也
写了一封穿越时空的信，即将奔赴战
位的他们对王伟说：“您飞过的天空，
真美。”

（新华社海口6月12日电 记者
黎云 张汨汨）

数风流人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王伟：南海上空的不朽丰碑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胡
喆）“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航
天将按照国家对航天强国建设的决
策部署，加快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重点提升航
天科技创新动力、经济社会发展支撑
能力，积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合
作。包括实施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
和主带彗星环绕探测任务、实施火星

取样返回任务等。
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在

6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
发布了中国航天“十四五”及未来一个
时期发展的重点规划。

一是，继续实施重大科技工程，
提升航天综合实力。许洪亮介绍，将
重点推进行星探测、月球探测、载人
航天、重型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天

地往返运输系统、国家卫星互联网等
重大工程。

“其中，在大家最关心的行星探测
方面，2025年前后，将实施近地小行
星取样返回和主带彗星环绕探测任
务，实现近地小行星绕飞探测、附着和
取样返回；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取
样返回任务；还将实施木星系环绕探
测和行星穿越探测任务。”许洪亮说。

二是，不断增强卫星应用服务能
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许洪亮说，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按照国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完善国家
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和配套地面设施，
提升卫星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和导航
定位的服务能力。

三是，扩大航天合作交流，增进人
类共同福祉。许洪亮说，中国将继续

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
原则，积极与各国开展航天领域的交
流合作。

许洪亮表示，中国的行星探测工
程，统筹考虑工程技术发展和热点科
学问题研究的需要，明确在2030年
前，以火星探测为重点和主线，按照

“一步实现绕着巡、二步完成取样回”
的路线进行。

中国航天“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发展重点规划发布

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 2025年前后，将实施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和主带彗星环绕探测任务

■ 还将实施木星系环绕探测和行星穿越探测任务

国家航天局：

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我国航天发展史上6个首次

杨洁篪就涉疆、涉港
等问题表明严正立场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2021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就
涉疆、涉港等问题表明中方严正立场。

杨洁篪指出，最近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反华势
力企图掀起一股又一股恶浪，借所谓涉疆、涉港问
题对中国抹黑，他们不可能得逞。涉疆、涉港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以
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
方核心利益。

杨洁篪强调，涉疆问题不是什么人权、宗教问
题。针对新疆暴恐事件一度呈上升趋势，中国政
府坚决采取措施，维护公众安全，这理所应当。美
方抛出关于新疆的种种谎言，企图破坏新疆安定
团结局面，完全是颠倒黑白、极其荒谬，中方坚决
反对。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旨在
维护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宪制秩序，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
港”。对管治者的爱国立场和政治资格作出严格
要求，是世界通例。鼓吹“港独”的人没有资格参
与香港治理，并且必须受到香港国安法的惩治。

新华社英国法尔茅斯6月11日
电（记者张代蕾 金晶）七国集团峰会
11日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卡比斯
贝开幕。会场周边地区当天举行多场
抗议活动。

这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导人首
次举行面对面会议。与会各方当天下
午举行圆桌会议，重点探讨全球经济
疫后复苏。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开幕致辞中表
示，随着全球从新冠大流行中逐渐恢
复，七国集团需要就建立一个更清洁、
更绿色的世界团结一致，同时避免

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社会各领
域复苏不平衡的错误。

多个组织当天在康沃尔郡多地举
行抗议活动。抗议者举着“停止空洞
承诺”“抵制七国集团”等标语，抗议七
国集团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疫苗分
配、社会公平等领域“承诺多于行动”，
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应对全球性挑战。

来自苏格兰的蕾切尔·普林格尔
带着两个孩子在本次峰会媒体中心所
在地法尔茅斯参加抗议活动。她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七国集团在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没有尽到发

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从来没有兑现
过承诺”。

本次峰会将于13日结束。据了
解，在为期3天的峰会期间，会场周边
和英国首都伦敦等地每天都会举行抗
议活动。据报道，英国警方在会场周
边部署了大约6000名警力。

七国集团由英国、美国、法国、德
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英国
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除七国
领导人外，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南
非领导人应邀参加此次峰会，欧盟代
表也出席会议。

七国集团峰会在抗议声中开幕
夜竞龙舟迎端午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国驻港官员谬论可以休矣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针对美国驻港官员

近日接受个别媒体采访发表涉港谬论，信口雌黄、
颠倒黑白，公然污蔑香港国安法，唱衰香港发展前
景，严重背离领事官员身份和职责，外交部驻港特
派员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填补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漏洞，结束了“港独”
猖狂，扭转了“黑暴”乱局，香港迎来由乱转治的重
大转折，开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美国自己拥
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风、适用于包括海外领地在内
每一寸领土的国家安全法律，动辄滥用国家安全
名义损害别国合法权益，却反过头来诋毁阻挠中
方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暴露出赤裸裸的双重标
准、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嘴脸。

发言人强调，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国中央政
府严格依据宪法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香港的
自由度、司法、法治等国际排名大幅跃升并长期排在
美国之前，港人享有殖民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的广泛
权利和自由。美方自身人权状况不忍卒视，种族歧
视和警察暴力此起彼伏，枪支交易和枪击事件创历
史新高。最近民调显示，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
将美国视为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美方没有任何资
格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干预香港事务。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近一年来，香港
社会重回安定、走上正轨，国际资金持续涌入，外国
在港企业对香港更有信心。香港美国商会的一项
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生活品质良
好，55%认为香港商业环境优异。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刚刚发表的报告再次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对香港发展前景投下信任票。美有关官员无
视事实、凭空捏造，恶意唱衰香港发展前景，就是睁
着眼睛说瞎话，见不得香港好、见不得中国好。

发言人强调，中方一直为外国驻港领事机构
依法履职提供必要协助和支持。同时，外国驻港
领事机构必须尊重、遵守香港国安法以及包括《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不得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
政和香港事务，不得从事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和活动。

新华社华盛顿6月11日电（记
者刘品然）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在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
美国关系正处于近年来最低点。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晚播出了
专访普京的部分内容。普京指出俄
美双边关系已恶化至近年来最低点，
但他同时表示与美国总统拜登可以
展开合作。

普京在专访中还驳斥了美媒关
于俄罗斯将向伊朗交付一颗侦察卫

星的报道，斥责其为“假新闻”。
本月10日，《华盛顿邮报》援引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未来
数月可能发射一颗配备高分辨率摄
像头的“老人星-V”卫星并交付给伊
朗，这将显著提升伊朗对地区目标的
侦察能力。

拜登与普京将于本月16日在日
内瓦举行会晤，从目前美俄双方一些
表态来看，双方对此次会晤成果不抱
过高期望。

普京：

俄美关系处于近年来最低点

6月10日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三溪
村溪面上，村民在划龙舟。三溪村是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夜竞龙舟是该村独有的端午习俗。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日电（记者胡喆）在
天问一号一步实现

“绕、着、巡”的目标圆
满实现，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之际，国家航天局6
月12日在京举行新闻
发布会。国家航天局
新闻发言人许洪亮表
示，天问一号任务成功
是我国航天事业自主
创新、跨越发展的标志
性成就。在我国航天
发展史上，天问一号任
务实现了6个首次。

“在世界航天史上，天问一号不仅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而
且首次成功实现了通过一次任务完成
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充分
展现了中国航天人的智慧，标志着我
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
列。”许洪亮说。

许洪亮表示，天问一号任务成功
是全体参研参试人员8年来团结拼
搏、不懈努力的重要成果。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起点高、难度大、挑战
多，从论证阶段开始，就面临环境新、
距离远、时延大、环节多等诸多难题。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
统总设计师孙泽洲介绍，火星的着陆
下降过程是我们此次任务风险最高的

环节，这个环节中我们要面对不熟悉
而且多变的火星大气环境，还要自主
完成十几项关键动作，而且这些动作
环节环环相扣。

“一次实现‘绕、着、巡’，可喜可
贺。但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去，与世
界先进水平相比、与成功了多次的国
家相比，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差距呢？
所以越是在成功的时候，我们越要正
视自己的水平。”发布会上，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
向记者表示：“我们还要不断地去续
写我们行星探测的新高度，我们要确
保每次的成功。我们时刻在跟自己
比，每次都有进步，保持定力，积小成
为大成。”

● 周 建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1050618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

俱乐部会员证（证号：D000290）及

会员小卡遗失，声明作废。

●徐基成（于2021年6月11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105200211090616，特 此 声

明。

●海南指上网络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章（李楚灵）一枚，声明作废。

●李秀平（于2021年6月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350603199005231522，特 此 声

明。

●临高县临城众成副食商行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40003807，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告
海南汇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蔡更强：你们于2010年6月向我
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
你们年年承诺还款却至今未还，且
近一年里无法联系你们。为此我
特登报通知你们三个月内还清全
部借款及约定的利息。张振波

2021年6月13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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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资讯

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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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声明
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社会有人冒用“中科

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及
电话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特声明如下:近期，中科国盟(海
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现有人冒用“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名称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及159xxxx7311电话号
码，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此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谨防被

骗，若发现类似情况，请及时联系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核实，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任何以“中科国盟(海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姓名及电话号码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的，均与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相关违法犯
罪活动给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或造成损害的，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保留依法追
究相关个人或单位的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声明!

中科国盟(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