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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推力火箭奔赴海南
長征五號料年底前首飛 將承擔火星探測等任務

遼寧人大副主任鄭玉焯賄選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日午間發佈消息
稱，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玉焯
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紀委對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玉
焯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經
查，鄭玉焯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
律，索要財物，搞拉票賄選，授意他
人做工作拉票。索要財物問題涉嫌受
賄犯罪；搞拉票賄選問題涉嫌破壞選
舉犯罪。

依據《中國
共產黨紀律處
分條例》等有
關規定，經中
央紀委常委會
議審議並報中
共中央批准，
決定給予鄭玉
焯開除黨籍、
開除公職處
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所涉款物移
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鄭玉焯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中國航天的年
度「重頭戲」——新一代大推
力長征五號運載火箭昨日從天
津啟航，將歷經7天海上運輸
後抵達海南文昌清瀾港，進入
首飛倒計時階段。長征五號是
中國現有最大推力的運載火
箭，其起飛推力超過 1,000
噸，將令中國進入太空的能力
提升2.5倍以上。長征五號運
載火箭將承擔嫦娥五號月球取
樣返回、太空站以及火星探測
等重大航天發射任務，預計今
年第四季度在文昌衛星發射中
心實現首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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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家族」一覽表
■長征一號：是一種三級火箭，主要用於發射近地
軌道小型有效載荷。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
號成功地將東方紅一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長征二號：是一種兩級火箭，是中國航天運載器
的基礎型號。長征二號先後有長征二號C、長征
二號D、長征二號E、長征二號F等改進型。

■長征三號：是在長征二號基礎上於1984年研製成
功。為了適應通信衛星容量和重量不斷增大和變
化的要求，此後相繼研製出長征三號甲、長征三
號乙、長征三號丙三種運載火箭。

■長征四號：長征四號系列運載火箭包括風暴一
號、長征四號、長征四號A、長征四號B等火
箭，主要擔負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備份火箭、發
射太陽同步軌道的對地觀察應用衛星等任務。

■長征六號：是三級液體運載火箭，動力系統採用
液氧煤油發動機，具有無毒無污染、發射準備時
間短等特點，主要用於滿足微小衛星發射需求。

■長征十一號：是中國新型四級固體運載火箭，也
是中國新一代運載火箭中唯一一型固體型號，主
要用於滿足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等應急情況下微
小衛星發射需求，能實現24小時以內的快速發
射。

■長征七號：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為發射貨運飛船
而全新研製的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也可用於發
射人造衛星等其他航天器。

■長征五號：是中國目前起飛規模和運載能力最大
的運載火箭，將直接服務於中國探月三期、載人
太空站和火星探測等國家重大科技工程，並用於
不同軌道大型載荷及深空探測任務載荷的發射。

資料來源：新華網

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昨日透露，中國最大推
力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五號研製工作全部完

成。載有長五火箭的遠望號火箭運輸船隊昨日從天
津港啟航，駛往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根據工程計
劃，長征五號運載火箭首次飛行任務將於年底前擇
機實施。

歷16年研製 起飛推力逾千噸
火箭是航天器進入太空的「天梯」，火箭運力不
足是制約重大航天工程的關鍵瓶頸。長征五號火箭
早在2000年前後開始進行預研，於2006年經國務
院正式批准立項，由國防科工局負責組織實施，中
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抓總研製。歷經16年艱苦奮戰，長征五號已完成全
部關鍵技術攻關、近7,000次1,000餘項地面試驗以
及發射場合練，具備進行發射任務的條件。
據介紹，長征五號運載火箭採用了全新設計的箭
體結構、動力、電氣和發射支持系統，並使用無毒

無污染的液氧液氫和液氧煤油作為推進劑。火箭芯
級直徑5米，捆綁4個3.35米直徑助推器，配置多
台氫氧發動機和液氧煤油發動機，起飛推力超過
1,000噸。

中國進入太空能力提升2.5倍
2015年下半年以來，中國連續發射長征六號、長

征十一號、長征七號等新型火箭，航天動力的發展
進入爆發期。即將發射的長征五號火箭是新一代航
天動力中的佼佼者。「長征五號是我國運載火箭升
級換代的里程碑和重要標誌」，國防科工局、國家
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表示，長征五號實現了中國液
體運載火箭直徑由3.35米至5米的跨越，能夠將中
國進入太空能力提升2.5倍以上，可實現近地軌道
運載能力25噸級、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14
噸級，將承擔後續探月工程三期、載人空間站、首
次火星探測等多個國家重大科技工程發射任務。
據介紹，為滿足「大力士」長征五號火箭的海上

運輸，遠望號火箭運輸船隊首次啟用遠望21號和22
號兩艘火箭運輸船同時執行任務。按計劃，遠望號
火箭運輸船隊將經過7天海上航行抵達海南文昌清
瀾港。隨後，長征五號火箭轉由陸路運至海南文昌
發射場區。

■在天津港，長征五號運載火箭裝載在遠望號火箭
運輸船上。 新華社

■■長征五號火箭在總長征五號火箭在總
裝廠房進行吊裝裝廠房進行吊裝，，運運
進貨櫃進貨櫃。。 新華社新華社

統計局原局長王保安違紀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紀委網站消

息，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
對國家統計局原黨組書記、局長王保
安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通
報指，王保安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
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
律，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
手，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
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
法處理。
經查，王保安毫無政治信仰，長期

搞迷信活動，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在重大問題上發表違背中央精神
的言論，對抗組織審查；違反中央八項

規定精神，頻
繁出入高檔酒
店及高消費娛
樂場所；道德
淪喪，大搞權
色 、 錢 色 交
易；違反組織
紀律，利用職
務上的影響在
幹部選拔任用
方面為親屬謀取利益；違反廉潔紀律，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
利益，收受禮品、禮金；利用職務上的
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
受賄犯罪。

■王保安 中新社

圖 片 題 目南方日報：為扶貧攻堅戰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脫貧攻堅任務艱巨、使
命光榮。」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在青
海考察時強調，各級黨政部門和廣大黨員幹
部要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堅定決心和堅
強意志，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切實做
到脫真貧、真脫貧。《南方日報》昨日發表
評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體現
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我們黨的歷史使
命，為全國各地齊心協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注
入了新的強大動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
的黨中央，緊緊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
出短板，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引領扶
貧開發工作呈現新局面。但當前我國脫貧攻

堅形勢依然嚴峻，全國仍有7,000多萬農村
貧困人口。現在，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
足5年，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
拔寨的衝刺階段。
文章指出，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

準，成敗之舉在於精準。一要解決好「扶持
誰」的問題，二要解決好「誰來扶」的問
題，三要解決好「怎麼扶」的問題。
文章進一步指出，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

的共同責任，必須強化社會合力。在政策
上，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用
好用活貧困地區差異化的資源要素，將專項
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擰成
一股繩，把東部與西部緊密連接在一起，力

求實現全體參與、協作共贏的扶貧發展大格
局。在資金上，投入力度要同打贏脫貧攻堅
戰的要求相匹配，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扶貧
投入，堅持政府投入在扶貧開發中的主體和
主導作用，增加金融資金對扶貧開發的投
放，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扶貧開發，積極開闢
扶貧開發新的資金渠道，多渠道增加扶貧開
發資金。在力量上，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
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貧困地區要
激發走出貧困的志向和內生動力，重視發揮
廣大基層幹部群眾的首創精神，以更加振奮
的精神狀態、更加扎實的工作作風，自力更
生、艱苦奮鬥，凝聚起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
大力量。

山東學費騙案 兩疑犯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內地媒體報道，山東接
連出現學費詐騙案，先後致兩名學生死亡。山
東省新聞辦昨晚發佈下消息稱，羅莊徐玉玉電
信詐騙案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鄭某某
（男，29歲，福建泉州人）、黃某某（男，
26歲，福建泉州人）等2人被抓獲歸案，其他
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另臨沭宋振寧被騙案
偵破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已鎖定2名犯罪嫌疑
人，抓捕及相關工作正在進行中。

兩受害學生離世
山東臨沂被騙學費學生已經增至三人。央廣

網昨日報道稱，繼大學新生徐玉玉被電信詐騙騙
走9,900元（人民幣，下同）學費後，23日凌
晨，山東省臨沂市臨沭縣大二學生宋振寧亦疑因
被電信詐騙後離世。詐騙電話以「銀行卡被人購
買珠寶透支6萬元」為由，要求宋振寧「還
款」。宋振寧因此打去自己的生活費和家中的現
金，發現受騙後因心臟驟停逝世。母親得知其離
世消息後悲痛昏迷，目前仍在醫院治療。

湖北現同類案例
據了解，徐玉玉因過度傷心突然昏厥，被送
到醫院搶救2日不治離世。

相同的案例也在其他省份出現，據湖北《十
堰日報》報道，十堰一名18歲李姓準大學
生，在24日下午，辦完助學貸款後，隨即接
到陌生號碼來電，稱她在上海購買蘋果手機消
費了1.6萬餘元，當天是最後的還款期限，如
果不還錢的話，銀行將強行扣款，隨後又以
「警方介入」的伎倆，騙得這名學生準備上
大學用的4萬多元學費。「這4萬元是我們全
家人4年來省吃儉用省下來的，卻被可惡的
騙子騙了！」李爸爸說，事發後，他擔心李
倩倩心理承受不了，專門請親戚一直跟着
她，給她做思想工作。「眼見還有一個星期
就要開學了，我根本沒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為女兒湊齊一年的學費，現在真的是不知
道該怎麼辦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2016中國人工智能大會（CCAI 2016）昨日
在北京開幕，這是中國人工智能領域規模最
大、規格最高的會議，吸引包括8名院士在
內的40多名世界頂級人工智能專家參與。大
疆創新科技公司董事長、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李澤湘在演講中表示，科大同學們設計的機
械人，如果在科大要花將近一個月才能完成
一次迭代，但在深圳進行加工只需一兩天就
可完成迭代，學術研究促進了創新、創業以
及產業升級。
中國人工智能大會是國內該領域中最高端的
盛會。昨日召開的會議，設置了「人工智能驅
動的人機交互」、「人工智能產業論壇」、
「人工智能青年論壇」和「機器學習的明天」
等四大專題論壇。
人工智能是當今最熱的話題之一。「未來的

世界科技強國，一定是一個人工智能的強
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理事長譚鐵牛表示，中國
要建設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創新體系，就要實
現「人工智能的核高基」，即核心技術、高端
設備與應用、基礎理論設施。中國要發揮互聯
網大國的優勢，把數據和用戶優勢資源轉化為
人工智能技術優勢，最後深化人工智能技術推
廣應用，做大做強智能產業，加強人工智能教
育與科普，培養高素質人才隊伍，最後支持人
工智能社會學的研究。

院士籲做大做強人工智能產業
譚鐵牛表示，對於人工智能這種正處於初級
階段的關鍵技術，中國應從頂層設計入手，出
台整體規劃。他認為，人工智能會影響一個國
家的格局甚至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應以推

進「互聯網+」和「中國製造2025」戰略為契
機，加快相關規劃與政策的落地，釋放出能
力，做大做強人工智能產業，最終走出一條具
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強國之路。

■李澤湘在2016中國人工智能大會上演講。
本報北京傳真

30幅創意街景塗鴉近日亮相河北省大廠回族自治縣東楊辛莊村。
據了解，這些繪製在村民房前屋後的作品是參加京東美麗鄉村文化
旅遊創意大賽「街景塗鴉創意創作」比賽項目的創意團隊設計繪製
的。圖為東楊辛莊村，一名小朋友在「親吻」牆上3D畫中的海
豚。 文/圖：新華社

創 意 街 景

長征五號技術參數
■■長度長度：：6060..55米米

■■直徑直徑：：55米米

■■起飛推力起飛推力：：11,,078078噸噸

■■運載能力運載能力：：近地軌道近地軌道2525噸噸、、
地球同步轉移軌道地球同步轉移軌道1414噸噸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新華網及百度百科新華網及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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