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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胖五”迎来新任务

长五B是专门为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空间站建设研制的一型
新型运载火箭。早在2011年11
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正式批
复立项，通过一级半构型承担发
射空间站舱段任务。2020年5月
长五B成功首飞，将我国新一代
载人飞船试验船精准送入预定
轨道，标志着第三步空间站建设
阶段拉开大幕。

长征五号B与长征五号同属
长征五号火箭系列，两型火箭共享
了5米大直径箭体结构研制、大推
力液氧液氢发动机技术、大推力液
氧煤油发动机技术、大型活动发射
平台技术、系统级冗余控制技术等
关键技术，但两型火箭在设计、用
途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

从构型上看，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采用两级半构型，由芯一级
+助推器+芯二级+星罩组合体组
成；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采用一
级半构型，由芯一级+助推器+星
罩组合体组成。

从外观上看，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
最大区别在于整流罩，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的整流罩长度大约
12 . 3米，而长征五号B火箭的整
流罩长度达到了20 . 5米，是我国
目前最大的火箭整流罩。

从运载能力上看，长征五号
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0）
运载能力约为14吨，长征五号B
火箭近地轨道（LEO）运载能力

约为22吨，位居我国火箭首位。
由此，空间站建设中体量最大的
部件“核心舱”和“实验舱”的发
射只有长五B能够担当。

航天员正进行出舱训练

根据飞行任务规划，在去年
5月长征五号B首飞之后，我国将
先后发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进行空间站基
本构型的在轨组装建造，将于
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在轨建
造，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的任务目标；
其间，规划发射4艘神舟载人飞
船和4艘天舟货运飞船，进行航
天员乘组轮换和货物补给。

当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
经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的任务

准备阶段。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
节，承担载人航天任务的许多团
队依然坚守岗位。

目前，执行空间站建造阶段4
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
定，任务周期为3到6个月。目前，执
行空间站建造阶段载人飞行任务
的首批航天员乘组经过一年的艰
苦训练，已基本完成预定科目训
练，正在着重开展出舱活动等训
练。文昌发射场试验队已经进场执
行任务；酒泉发射场试验队已基本
完成任务准备，整装待发。

中国首个空间站即将开建

此前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
中国空间站额定乘员3人，乘组
轮换时最多可达6人，建成后将
成为我国长期在轨稳定运行的

国家太空实验室，基本构型包括
核心舱、实验舱I和实验舱Ⅱ，每
个舱段规模20吨级。核心舱包括
节点舱、生活控制舱（分为大柱
段和小柱段）和资源舱三部分，
有3个对接口和2个停泊口。对接
口用于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及其
他飞行器访问空间站，停泊口用
于两个实验舱与核心舱组装形
成空间站组合体，另有一个出舱
口供航天员出舱活动。核心舱轴
向长度16 . 6米，大柱段直径4 . 2
米，小柱段直径2 . 8米，主要用于
空间站的统一控制和管理，以及
航天员生活，具备长期自主飞行
能力，能够支持航天员长期驻
留，支持开展航天医学和空间科
学实验。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采用转
位机构和机械臂结合，进行舱段
转移、对接，在航天员和机械臂
协同下，可以完成复杂舱外建造
和操作活动；建造规模适度，预
留了舱段和舱外载荷平台扩展
能力，最大可扩展3个舱段；设计
新型平台装载大型光学设施，开
展巡天和对地观测，与空间站共
轨飞行，必要时可停靠空间站进
行维护和补给，开辟了分布式空
间站体系架构的创新模式；规划
了密封舱内的科学实验柜、舱外
暴露实验平台等，支持在轨实施
空间科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
料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研究
和应用项目，综合应用效益将会
显著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综合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运抵文昌发射场

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发射进入倒计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吴浩 王赟

2月2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获悉，近年来我省制造业占
GDP比重持续下降，由2016年的
33 .5%下降到2019年的27 .8%。那
么，这是否会影响“十四五”时期
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目标的实
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王新生表示，我省制造业经过前
些年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核
心竞争力有了明显增强；随着国
内低端产能出清和市场秩序的
整顿，拼成本、价格战的市场环
境也有所改变，制造业的盈利能
力正在逐步提升；国家和省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全方位加大支持力度，

这些都是“十四五”期间制造业
加快发展的重大利好。

王新生说，客观上讲，2016
年至2019年，是我省制造业占比
持续下降的几年，但也是我省制
造业加快动能转换、政策调整、
蓄势待发的几年。特别是去年以
来，我们聚焦“一守六保三促”，
战疫情、促发展、保稳定、转动
能，发展态势总体好于全国、好
于预期，呈现出4个方面的关键
性趋势性变化，为制造强省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一是传统产业质效稳步提
升。2020年，我省制造业有效对冲
疫情影响，实现逆势增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高于GDP
增幅1 . 4个百分点，高于2019年
3 . 8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
2 .4%，利润增长19 .6%，分别高于
2019年2 .5个和28 .5个百分点。

二是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
大。2020年，我省“四新”经济增加
值占GDP比重超过30%；高技术
制造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
12 .4%和36 .5%，分别比上年提高
12 . 9个和41 . 1个百分点，分别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10 .0个和16 .9个
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2015年的26 . 1%提高到2020年的
45 .1%，增长了19个百分点。

三是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深
化。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工业
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
新制造、催生新服务，加快培育
发展工业设计、个性化定制、供
应链管理、共享制造、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节
能环保服务等制造业新模式，既
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推动
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四是产业发展活力加速回
升。2020年，全省制造业投资增
长7 . 6%，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4个百分点，扭转了2018年以来
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的局面，显
示出制造业发展环境、市场空间
趋于好转的良好势头。2021年元
旦前，省委、省政府印发了落实

“六稳”“六保”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批政策清单，连同之前印发
的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
政策、关于深化科技改革攻坚的
若干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制
造业的实招硬招，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从这几个方面分析，2016-
2019年我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持续下降，有我省主动调整产业结
构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周期的因
素，但2020年已经呈现出趋稳态
势。”王新生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随着春节假期的
结束，山东省各市陆
续公布了中小学开学
时间。

2月17日，山东省
教育厅印发通知，对
全省学校2021年春季
学期开学有关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

通知要求，要按
照应开尽开、错时错
峰、安全有序的原则，
认真制定春季学期开
学方案，按照开学计
划组织开学返校。要
做好师生员工及其共
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健
康状况和出行轨迹监
测工作 ,按照有关要
求，做好“应检尽检”
新“四类人群”的摸排
检测。

制造业占比下降不影响“十四五”规划
我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制造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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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
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
作，于2月22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
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
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和核心
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
和测试工作。

按照计划，今年春季我国将
用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发射天和
号核心舱。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
状态良好，工程各大系统正在有
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执行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发射

任务的长征五号B火箭抵达文昌。

“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资料片）

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
忠22日在最高检厅长
访谈中，介绍了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的执行情况，
有侵害未成年人隐瞒
不报者被追究刑责，
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
受到了相应处罚。

2020年5月，最高
检联合国家监察委
员会、教育部等部门
下发《关于建立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
报告制度的意见（试
行）》，到2020年9月，
各地通过强制报告
立案并审查起诉的
案件近500件。

湖南某小学发
生教师强奸、猥亵学
生案件，但涉事学校
负责人员却隐瞒不
报。检察机关对该校
正副校长以涉嫌渎
职犯罪提起公诉，相
关人员已被追究刑
事责任。

除了追究刑事责
任，检察机关办案中
发现的违反强制报告规定涉嫌违
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例如，上海市某区检察院针对一
起教师在校园内猥亵女学生，学
校隐瞒不报的情况，及时提出处
理意见。区纪委监委经过审查调
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
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为9级的处
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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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间据各市教育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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