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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1年）》发布

今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将维持高位

2月9日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1年）》

展示了2021年中国航天的最新成就

披露了2022年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清单”

未来
将推动运载火箭型谱化发展

不断完善空间基础设施

加大航天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培育太空经济新业态

让中国航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副局长
袁大飞介绍，2020年以来，仅无锡一
地已发现、破获3起类似案件，每起案
件涉及人数都在千人以上。记者在
网上搜索发现，在深圳、沈阳、西安等

地也曾发现类似案件。
据无锡警方介绍，这类传销组织

瞄准的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在婚
姻、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问题的
群体。由于其裹挟的群体庞大，精神

控制力更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此案案情较

为复杂，目前查明涉及诈骗等多种犯
罪。为逃避警方打击，这些传销组织
还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比如将拉人
头与销售产品相分离，茶吧内不存放
任何传销产品、台账资料，仅用于信
徒免费喝茶谈心；培训活动跨省进
行，打着旅游休闲的幌子，甚至藏匿
于深山。如“心灵茶吧”用于深修的

“静拙堂”，设于与江苏相邻的安徽深
山之中，附近没有村民，是个独立存
在的隐蔽场所。

无锡警方表示，严查严打“精神
传销”，需深入社区宣传，让群众广泛
知晓其危害。有关部门在日常监管
中发现此类线索，也应及时排查并与
当地公安有效衔接处置。
（新华社南京2月9日电 记者朱国亮）

多地曾发现类似案件，传销方式隐蔽性更强

涉4000多人“心灵茶吧”案追踪：

以“深修”之名行“传销”之实……

表面上是普通茶吧，设置茶案、挂着字画，装

修古色古香，而实际上却是传销窝点，高价售卖所

谓“神茶”“福米”。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近期破获

一起涉及沪苏浙三地的传销案，主要犯罪嫌疑人

涉嫌精神控制4000
多名人员，骗财骗色害命。日

前，无锡市公安机关已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

加入“心灵茶吧”的两年，无锡市
梁溪区居民张女士被骗超过10万
元。其中，每月捐款1000多元给“师
父”，用于资助子虚乌有的“希望小
学”；为能跟随“师父”在山里深修交
费2万元；长期购买“师父”“加持”过
的玫瑰酒、竹筒酒……

2019年 7月，患癌的张女士身
体虚弱，咳嗽难止。恰在此时，有“好
心人”介绍“心灵茶吧”有“神医”可治
其病。

登记加入“心灵茶吧”后，张女士
交了1200元用于“刻功德碑”。茶吧

“神医”为张女士搭脉、开药方，药还
是过往吃的药，但剂量为10倍以上。

张女士按方吃药，咳嗽竟真的好
了，自此对“师父”深信不疑，作为“义
工”参加茶吧组织的各种培训、研修
活动。

2021 年 7 月“心灵茶吧”案告

破，“神医”张某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被抓获。警方调查显示，2017年
以来，张某以沪苏浙3地12家“心灵
茶吧”为据点，拉拢、控制4000多人，
还在安徽广德设立两处“培训基地”，
分别取名“山庄”和“静拙堂”。

“‘心灵茶吧’听起来优雅，背后
却潜藏罪恶。”无锡市公安局办案民
警说。

警方介绍，这一组织拉拢的人员
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其中经济条件较好
的老板娘和患病妇女居多，大多文化水
平不高，另有少量男性和年轻女性。

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以“自愿捐
赠”，或者搭脉问诊、销售“福米”“药
酒”、消除业障等方式骗取钱财超
1600万元。以考验忠实度、治疗疾病
等借口奸淫妇女10名。劝受害人只喝

“神茶”不吃药，致6人病情加重死亡，1
人在培训后精神失常跳楼自杀身亡。

骗钱财超1600万元，奸淫妇女10人、致6人病重死亡

警方侦查发现，“心灵茶吧”内部
层级明确：第一层即张某，信徒均称
之为“师父”；第二层是张某大“弟子”
纪某，也是张某代言人，管理整个“心
灵茶吧”；第三层是茶吧管理和巡视
人员；第四层是茶吧分网点负责人；
第五层是茶吧“义工”。

加入“心灵茶吧”需内部人介绍，
经过喝茶、谈心、信息登记等流程后，
被鼓动前往“山庄”参加为期三天的

“农家乐活动”，接受洗脑。当通过进
一步筛选后，参加“静拙堂”为期6天
的深修活动。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深修是幌
子，诈骗财色才是真。这类“精神传
销”多以“心灵培训”“领导力培训”为

幌子，以心理暗示、催眠洗脑等多种
方式开展精神控制，并通过受害人不
断发展新学员。

警方调查表明，“神医”张某原来
是一名摆摊卖水果的商贩，根本没有
医学背景。张某出生于1966年，他制
作的假身份证将出生年份改为1932
年。借由这张假证，他宣称有“超能
力”，可以“返老还童”。

记者在警方展示的证据中看到，
嫌疑人张某还伪造大量证书、虚构众
多头衔骗取信任，如中医妇科领域

“权威专家证书”、“赢在中国·中国与
时俱进十大风云人物”荣誉证书、“政
府特殊津贴”证书、“北京大学总裁班
客座教授”聘书等等。

张某还运用多种手段对受害人
洗脑。“心灵茶吧”经常让受害人写
心得体会，表示要完全信任“师父”；
每次聚会培训，都要分享“师父”的

“超能力”和“神奇医术”；早晚要向
“师父”问安，以打开“接收能量的开
关”；在旅途中、聚餐前要唱《我爱你
师父》。

洗脑之后，张某通过多种方式诈
骗财色。无锡警方查获的账册显示，
通过搭脉开方，张某在江苏无锡、苏
州两地部分受害人中获利就超过
444.2万元；向信徒推销“福米”“能量
餐”以及其“加持”过的酒、茶等。而
所谓“福米”，实际进价13.88元/斤，
售价却高达100元/斤。

虚构“超能力”骗人，“福米”每斤进价不到14元卖100元

全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施6次发射任务

以天和核心舱为控制中心
问天、梦天实验舱为主要实验平台
全面建成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及多型商业运载火箭将首飞

2022年
中国航天计划开展一系列重大任务

2021年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和发射质量均创新高

伊朗公布第三代远程导弹
新华社德黑兰2月9日电（记者王守宝 高

文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公布了一种射程
为1450千米的新型弹道导弹。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当天发布的
消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3周年纪念日（2
月11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
布了名为“海巴尔·舍坎”的新型弹道导弹。

据报道，该型导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装
备的第三代远程导弹，其发动机使用固体燃料，重
量比同类导弹减少三分之一，发射准备时间只有同
类导弹的六分之一。该型导弹从设计到制造都是
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科学家自行完成。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
短期拨款法案避免政府关门

新华社华盛顿2月8日电（记者高攀 许缘）
美国国会众议院8日投票通过一项短期政府拨款
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转到3
月11日。

众议院当天以272票赞成、162票反对的结
果通过这一法案。该法案随后将送交参议院审
议。参议院需要在本月18日之前通过该法案并
递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才能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暂时无法就2022财年
（2021年10月1日开始）联邦预算案达成一致，美
国国会只能通过短期政府拨款法案来暂时维持联
邦政府运转。美国国会曾于去年9月、12月两次
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
继续运转到今年2月18日。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
马娅·麦吉尼亚斯当天发表声明说，本财年已过去
三分之一，联邦政府仍然依靠临时拨款法案维持
运转，显然美国常规预算流程已被打破。随着联
邦政府债务创新高和美国通胀率升至40年来高
位，国会议员们不应继续让政府增加预算赤字，而
要考虑为政府支出设定合理上限，重塑财政纪律，
让美国财政更加稳健。

2月8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
基（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记者会后握手。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8
日在乌首都基辅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就加
强双边合作和“诺曼底模式”会谈前景等问题进行
讨论。 新华社/法新

乌法领导人会晤讨论
“诺曼底模式”会谈前景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时一个月
“两强”即将对决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时一个月之际，多家民意
调查机构9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人气最高的“两
强”候选人支持率不相上下。这预示着这场“对
决”将相当激烈。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3月9日举行。执政党共
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被视
为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他的主要竞
争对手是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前
检察总长尹锡悦。

此外，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和正义党
候选人沈相奵等人也参加角逐，但两人的支持率
远低于李在明和尹锡悦。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支持率为
36.1%，李在明为31.6%，差距在民调误差范围
内。安哲秀以10%的支持率排名第三，沈相奵以
3%的支持率排名第四。

按韩国媒体说法，尹锡悦与安哲秀是否“联手
抗李”，成为这届总统选举的最大变数。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2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就欧盟《芯片法
案》发言。

欧盟委员会8日公布筹划已久的《芯片法
案》。根据该法案，欧盟拟动用超过430亿欧元
的公共和私有资金，使欧盟到2030年能够生产
全球20%的芯片。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欧盟公布《芯片法案》
拟用数百亿欧元提升产能

其
中

● 美国开展51 次航天发射

发射载荷总质量403.34 吨

超过其他各国发射航天器质量总和

● 中国航天共执行55 次发射任务

发射次数居世界首位，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再创新高

达到 191.19 吨

同比增长85.5%
● 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分列中美之后
发射载荷质量居世界第三至第六位

2021年全球共实施 146次发射任务

为1957年以来最高发射次数

发射航天器总数量 1846 个

创历史新高

总质量777.70 吨

为航天飞机退役以来的最大值

2021年

全球年度发射成功率92.5%
航天发射活动仍具有较高风险性

2021年，中国航天发射活动继续取得重大突破

航天科技集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2021年完成48 次发射任务

全部取得成功，发射次数居世界宇航企业第一

发射航天器总数量 103 个

总质量 189.65 吨

航天科工集团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实施4次发射

其中3 次成功，共发射5 颗卫星

星河动力公司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成功执行1次发射任务
星际荣耀公司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2次发射失利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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