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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完成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选举产生2629447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根据宪法和
法律规定，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从
2021年上半年起陆续展开，至今年6月底全
面完成。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选举
产生2629447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比上届
增加151459名，增长6 . 11%。这次全国县乡
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依法、安全、平稳、有序，
广大选民热情高涨，选举环境风清气正，选
举结果人民满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适当增

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的要求，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基数
由120名提高至140名、乡镇人大代表名额基
数由40名提高至45名。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
各省级、县级人大常委会分别重新确定了县
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各地在分配新增代表
名额时，注重向基层群众、社区工作者等倾
斜，其中县级人大代表名额重点向由乡镇改
设的街道倾斜，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乡镇改设
街道后基层群众政治参与度不足的问题。

这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涉及10 . 64亿

选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实践。参
加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选民9 . 21亿人，
占登记选民的86 . 49%；参加乡级人大代表
选举投票选民6 . 23亿人，占登记选民的
85 . 63%。县乡两级一次选举成功选区分别
占选区总数的99 . 80%和99 . 97%。

这次换届选举共选出县级人大代表
670563名、乡级人大代表1958884名，代表
结构进一步优化，充分体现了先进性、广泛
性和代表性。选出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中，
一线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基层代表

比例分别为52 . 53%和76 . 75%，比上届分
别上升1 . 47和0 . 21个百分点；妇女代表比
例分别为31 . 64%和32 . 36%，比上届分别
上升3 . 23个和4 . 3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代
表比例分别为15 . 42%和17 . 18%；归侨代
表依照法律规定得以保证。

各地依法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后，及
时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县乡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为加
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提供了坚实组织保障。

陆海接力，我国海上发射逐渐常态化
一箭双星首次近岸发射，山东聚力打造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

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聂东磊

近岸发射
我国具备微小卫星快速组网能力

海上升利箭，神州共此时。
经过十余分钟飞行，近岸发射使用的

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将微厘空间北
斗低轨导航增强系统S5、S6两颗试验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此前，火箭完成总装测试后，需经铁路
运输至发射场，整个流程时间较长。如今，
在国内首个海上发射母港——— 山东海阳港
出厂的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完成总
装、测试、对接等环节后，经转运上船、全系
统合练，航行至预定发射海域后即可完成
发射，全程只需4至5天。固体运载火箭在
母港的总装、测试、出港、发射一体化，这是
落实航天科技集团“高质量、高效率、高效
益”发展的有益尝试和重大突破。

我国已有四处陆地卫星发射场，为什
么还要到海上去？

“相比陆上发射，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是一
种新型、高效、灵活、经济的发射模式，可以灵
活选择发射点和航落区，满足各种轨道的有
效载荷发射需求。”型号副总指挥龙威介绍，
2019年6月5日，我国首次实施海上发射，为中
国快速进入空间提供新的发射模式，填补了
国内海上发射空白，创造了多项国内外第一。

“7日晚执行的发射任务，是我国第4
次海上发射，也是全国首次近岸发射。”总
体主任设计师潘旭介绍，长征十一号固体
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研制的四级固体运载火箭，采用“三平一
垂”的冷发射方式，即水平对接、水平测试、
水平运输、整体起竖后垂直冷发射，主要用
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和近地轨道航天器。
具有“快速、可靠、便捷、低廉”的优势，标志
着中国具备了微小卫星快速组网能力，对
快速进入空间能力具有重大意义，有力促
进了中国小卫星的规模化发展和应用。

“接地气”的近岸发射，不仅让百姓直观
地体验火箭发射的震撼魅力，感悟烟台市

“三航”事业起势腾飞的奔涌活力，也提升了
山东在我国商业航空航天领域的影响力。

人才合力
年内发射第一颗智能遥感星

银河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古人的浪漫得以实现，星汉灿烂辐射

出更广阔的光芒。如何放大近岸发射带动
效应，全力抢占商业航天产业赛道先机？

10月8日，一场知名院士齐聚、学术大
咖会集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大会在海阳市
十里金滩举行。4月22日，李德仁院士工作
站落户海阳东方航天港卫星数据应用产业
园。时隔半年，他和众多航天届翘楚再次来
到海阳。会议期间，产业论坛、项目签约等
系列活动密集展开，包括李德仁在内的9位
院士，省、市相关负责人，企业、高校等人
才，共议航天产业发展大计。

这场大会，公开了几条重磅信息。
陆海空间(烟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

联合李德仁院士打造“东方慧眼”智能遥感

星座。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85亿元，到2030
年，建设由300+颗可见光、高光谱和SAR
卫星组成的低轨对地观测卫星星座。首星

“烟台1号”面向烟台市及周边区域需求，
于今年12月发射，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
第一颗智能遥感星，并明确了2023年首组

“1+2”卫星的技术方案。
联合浪潮航天宏图启动卫星数据园，

海阳在东方航天港建设数据中心、运营中
心、制造中心、产业服务中心、培训中心“五
大中心”，吸引卫星制造产业链企业落地，
助力海阳空天信息服务产业园发展。

在产业发展大会上，山东烟台遥感云
服务平台项目首次出现在公开场合。通俗
来讲，这是一种遥感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系
统，且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东方航
天港卫星数据中心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

工业助力
山东攀登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

航天梦想实现的背后，需要强有力的
硬核工业加薪助燃。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制造业强省，
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
份。烟台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我国
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和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三核”之一，拥有通山达海的
自然环境、产业兴旺的工业基础、开放包容
的城市品质。海阳作为烟台市南部重要增
长极，清洁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基础优势
明显、发展方向明确。

“我们的航空航天产业正向建设国际
一流的海上发射服务中心和空天信息产业
聚集区大步迈进。”说起海上发射，烟台市

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信心满怀。
三年前，山东省烟台海阳市抢抓我国

首次海上发射成功机遇，铺陈布局、落子成
势，启动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建设，海上发
射被列入中国航天白皮书。

烟台海阳航空航天产业集群，被确定为
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以海
阳市、高新区、黄渤海新区领建，龙口市、福山
区协同的发展态势，东方航天港商用航天、高
新区卫星研发制造及应用、高端装备制造和
航空新材料三大板块逐步成型、突破发展。

目前，烟台市拥有航空航天产业关联
企业34户，拥有航天513所、山东长征火
箭、东方蓝天钛金科技、南山铝业等龙头企
业；拥有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山东
烟台数据与应用中心、山东省微纳卫星技
术创新中心等重点科创中心6个。

三年来，东方航天港先后完成了国内
首次海上发射和首次海上商业化应用发
射。今年4月30日，国内首次“一站式”海上
发射，实现火箭总装、总测、出港、发射一体
化的历史性突破。10月7日，东方航天港再
次创造我国卫星近岸问天的新纪录，海上
发射能力正在加速成型。

紧紧扭住新旧动能转换“牛鼻子”，全
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近年来，山东省在
大力培育航空航天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上，取得了非凡成效。特别是在“人才兴鲁”
理念下，烟台海阳市聚力实施“航天英才”
集聚计划，统筹推进四大“人才+”工程，立
足“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为“东方航天
港”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提供新支撑、
注入新动能。

“这次产业发展大会，就是新旧动能转
换的一次有益尝试，必将进一步深化山东

与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进一步扩大东方航天港在我国商业航空航
天领域的影响力，积聚产业发展新动能，打
造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山东省副省长凌
文表示，在今后的问天路上，全省上下将持
续推进航空航天类重点项目建设，扎实做
好建链补链强链文章，全面构建集海上发
射、星箭制造、高端配套、空间信息服务、航
天文旅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
圈，聚力打造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

理想有力
商业海上发射“独角兽”横空出世

深邃寰宇不再神秘，航天高度不断刷
新，重点项目全面铺开。

“明年6月底前，完成海上发射船和半
固定发射平台建设并投用，达到所有陆地
发射火箭型号技术要求。全年保障完成火
箭发射5次以上，填补我国液体火箭海上
发射空白。”山东省烟台海阳市委书记刘海
彬说，东方航天港将锚定“发射母港、产业
集群、文旅基地”三大定位，加快建设“固液
兼容、冷热兼备”的海上发射能力。

东方航天港积极探索“机动+固定”的
海上发射模式，联合海军航空大学何友院
士团队，启动国内首艘专业化海上卫星发
射船建造，开展坐底式半固定海上发射平
台改造，这是东方航天港的创新之举。两座
平台的建造，将实现机动发射与半固定发
射互补并存，形成高频次、常态化、低成本
的海上发射能力。

借助发射资源，海阳正全力推动20000
平方米的东方航天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建
设，计划年底前竣工投用。“发射期间，可为
海上发射提供测发指挥、飞行控制、通信保
障等全方位服务保障功能；非发射期间，作
为航天科普体验馆，向公众开放。”据山东
省烟台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姜丹介绍，教
育基地旨在打造“发射观礼+航天科普教
育研学”为一体的沉浸式游览体验馆，基地
所在的航天小镇，以“航天科普中心、核科
普中心”为航天科普起步区，由南往北，由
东往西，落地建设“航空飞行体验中心”。

首次近岸发射的火箭来自“海阳造”，并
首次在海阳海域实施发射，这份硬核力量来
自商业固体火箭海阳产业基地，位于东方航
天港的固体火箭总装测试基地，是其头部项
目，已形成装配能力。待整体建成后，将覆盖
捷龙系列、长征系列固体运载火箭，兼顾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其他固体型号发展，
逐步形成零部件装配、部段生产装配等产品
批量化生产能力，牵引上下游优质配套企业
聚集，目前已邀约国内6家商业运载公司落
地，届时将真正成为国内首个产业链完备的
商业固体火箭研发制造基地。

十年前，黄海小城海阳因亚沙会走向
世界。十年后，同一片海，无数航天人从这
里起航问鼎苍穹。

星河滚烫，闪耀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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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夜凉如
水，黄海岸畔热血沸
腾。走，看星星去！当
地居民奔走相告，9位
院士拨冗前来，共同
见证我国航天事业刷
新历史的高光时刻。

海上发射任务进
入最后倒计时……

“ 5 ，4 ，3 ，2 ，
1……”

“点火、起飞！”
一道烈焰划破夜

色，一声巨响震动山
海。2022年10月7日21
时10分，成为一个载
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在烟台海阳市西
南海域3公里处，我国
首次实施固体运载火
箭近岸海上卫星发射。
昔日只能在屏幕上看
到的壮观场景，真切地
出现在老百姓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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