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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现在起到明年初集中开展宣讲活动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
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
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中共中央日前
作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决定。

《决定》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
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决定》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深刻领
会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
革，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
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深刻领会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深刻
领会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建设、国家安全等
方面的重大部署，深刻领会国防和军队建
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部
署，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决定》指出，要认真做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学习宣传。

切实抓好学习培训，集中开展宣讲
活动，从现在起到明年年初，在全国范围

内集中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精心组织新闻宣传，深入开展研究阐释。

《决定》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贯
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推动改
革发展稳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负起
领导责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着力提升
实际效果。

据央视

箭已在弦 逐梦九天
梦天实验舱发射在即，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即将收官

梦天实验舱
配备8个科学实验柜

梦天实验舱是天宫空间站基本构型
中，两个大型在轨实验舱段中的第二个，
发射入轨后，中国空间站三个舱段将形成

“T”字基本构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在第二届全国
空间科学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空间站作为
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近地空间研究基地，
要努力争取在前沿基础研究领域进入国
际前沿，在应用基础和新技术方面解决国
家重大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高质量
科技供给，产生显著效益。

研究包括空间生命科学和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以及空
间新技术试验等领域，共32个主题，三个
舱共布局14个压力实验柜。

梦天实验舱就配备了8个科学实验
柜，主要用于微重力物理科学等研究，
包括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热物理、微重力
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和基础物理等
学科。

今年8月，梦天实验舱运抵文昌航天
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各项总装和测试工
作。9月，执行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的长征
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运抵文昌航天发射
场。10月9日，梦天实验舱完成推进剂加
注。10月25日，梦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B遥
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梦天实验舱的建成和发射，对于我
国微重力物理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微
重力物理科学研究的进步必然推进相关
航天工程技术的进步。”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宇航学院长聘教授孔文俊表示，梦天
实验舱发射之后，将承担重要的科学研
究任务。

据了解，空间站的建设主要有三个科
学技术目标：一是掌握大型空间设施的建
造和运营技术；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
飞行的生活和健康保障；三是建设国家太
空实验室，为科学家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
平台。

天和、问天、梦天为何
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天宫空间站整体呈“T”字构型，主要
包括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
舱、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等模块。

2021年4月，天和核心舱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升空。

今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在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于7月25日3时13分
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我国有四大发射基地——— 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和文昌航天发射场。

孔文俊介绍，只有文昌是属于海滨发
射场，载荷的运输可以通过海运抵达。其
他发射场都属于内陆发射场，载荷运抵发
射场只能通过列车，列车运输对于载荷的
最大包络有限制，一般来说不大于4 . 5米。

所以，天和、问天、梦天都选择在文昌
发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空间站的三大舱都是属于重型
载荷，都有20吨左右的质量，其包络超过
了火车运输的包络范围，只能走海运，因
此只能在临海的发射场发射；二是文昌发
射场是我国第一个低纬度滨海发射场，具
有发射能力强、射向更宽、运输更便捷等
优势。”

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
中国航天员将在太空“会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介绍，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
程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
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
两艘货运飞船。

随着空间站的“扩建”，神舟十四号和
神舟十五号乘组的6名航天员将有共同在
轨驻留的机会。两个乘组都将“出差”半
年，并首次进行在轨乘组轮换，实现空间
站不间断有人驻留，两个乘组的6名航天
员将共同在轨驻留5-10天。

这意味着，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
中国航天员将在太空“会师”，创造中国航
天的历史性时刻。

“目前在航天方面，中国想做的事
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完成。航
天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这也说明我国是真的强大起
来了。”

孔文俊在“921工程”(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一期就开始参与相关基础研究工
作，在微重力燃烧科学研究领域深耕多
年，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30年的发展历
程，“这一路走来，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科
研投入越来越多，国内的基础科研水平和
工程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国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
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
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
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孔文俊表示，我国已经是航天大国，
现在正在向航天强国迈进。“只有航天工
程和空间科学都高度发展，才能称为强
国。所以，加强空间科学研究，对我国迈向
航天强国有重要意义。”

据中新社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整流罩 中国空间站示意图 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段——— 梦天实验舱发射在即，承担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已进入关键的加注发射
阶段，正矗立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内，静待逐梦九天时刻的到来。梦天实验舱发射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待发射成功，中国国空间
站将完成在轨建造。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国下一步将有哪些太空探索计划？

作为专门为中
国空间站建设而研
制的新型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是我国目前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最大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已圆满完成了天和
核心舱和问天实验
舱的发射任务。

据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总体设计部
总体室副主任李平
岐介绍，长征五号B
充分继承了长征五
号的研制基础，同时
为了适应空间站舱
段的发射，在长征五
号的基础上实现了
新的发展，突破了低
温火箭“零窗口”发
射、大推力直接入
轨、大直径舱箭分
离、20 . 5米长整流罩
等四大关键技术，将
我国低轨运载能力
由 8 . 6吨提升到 2 5
吨，为中国空间站建
造奠定了基础。

李平岐表示，梦
天实验舱任务是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
战，举国关注。为此，
他们采取了多项改进
措施，以确保按照计
划窗口准时发射。这
些改进措施包括：优
化发射时间流程，解
耦系统间动作，关键
操作前移等；采取起
飞时间偏差及箭上实
时修正技术，将“零窗
口”拓宽至2.5分钟，提
高了发射前应急处置
能力；发射日测试操作更加细化完善，应急
处置能力更加高效。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副主任设计师
刘秉介绍，未来，长征五号B还将执行我
国首个大型巡天空间望远镜的发射任
务，还将与远征系列上面级形成组合火
箭，具备多星组网发射能力，满足不同发
射任务的需求。

近年来，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圆
满完成了以空间站建造、探火、探月为代
表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任务。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
师黄兵介绍，今后，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
箭将逐步进入高密度发射状态，预计到
2024年，发射需求将达到每年4至5发。

针对新的需求，研制团队已开展了
相关研究，提升了任务适应性，包括设计
更大规模的整流罩，以满足高轨大体积
载荷及大重量载荷的发射使用需求；针
对星座发射任务，研制了多星发射适配
器等。李平岐说：“经过系列研究和改进，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适应性和
适应能力更强，可以满足更多高价值、大
质量载荷的发射使用需求。”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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