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名中央巡視組組長違紀落馬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王 玨
北京報道）
中紀委昨日
上午公佈，
中央巡視組
原副部級巡
視專員張化
為涉嫌嚴重
違紀，正接
受組織審
查。張化為成為繼中紀委第四監察室主任魏健之
後，又一名落馬的中紀委高官，同時也是十八大
以來首名落馬的中央巡視組組長，他曾以組長或
副組長的身份參與過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體育
總局及國電集團等單位的巡視。

曾巡視人民大學體育總局
公開資料顯示，十八大後，張化為參加了中央

巡視組6輪巡視。2013年到2015年，他以副組
長的身份全程參與了對中國人民大學、湖南省、
遼寧省的巡視，這些被巡視單位，先後被巡視組
揪出基建腐敗、賄選等重大腐敗問題，湖南省政
協原副主席童名謙、遼寧省政協原副主席陳鐵新
等官員應聲落馬。
2014年11月，當中央巡視組第四次啟動時，

張化為升任中央第十一巡視組組長，負責對國家
體育總局的巡視，揭露了體育總局比賽弄虛作
假、賽事審批和運動員裁判員選拔選派不規範等
問題，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肖天也應聲落馬。
此後，張化為一直任中央第十一巡視組組長至
2015年6月，並對應巡視中國華電集團、大唐、
國電集團。
張化為是繼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原主任魏健

之後，又一名落馬的中紀委高官，他和魏健都曾
擔任中紀委第五紀檢監察室主任，同時他也是十
八大後首名被查的中央巡視組組長。
據中紀委去年底公佈的數據，十八大以來，中
紀委機關共處理38人，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共處
分7,200餘人，充分顯示紀檢部門「嚴打燈下
黑」，打鐵還需自身硬的信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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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稱嘗試和平解決朝核 中方表歡迎

天舟一號最快後日升空
任務：交會對接天宮二號 首試太空快遞及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自主研製的首

艘貨運飛船天舟一號進入發射倒

計時，最快將於本周四（20

日）於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升

空。天舟一號飛船將與天宮二號

太空實驗室交會對接，實現中國

首次「太空快遞」和「太空加

油」。昨日上午，長征七號遙二

運載火箭與天舟一號貨運飛船組

合體，已從總裝測試廠房順利轉

運至發射區，進行最後的聯合測

試等工作。

發射貨運飛船天舟一號，驗證物資
補給和推進劑在軌補加技術，是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二步太空實驗室
階段的收官之作。突破並掌握「太空
快遞」和「太空加油」技術，對未來
中國的太空站建設至關重要，天舟一
號任務因此引發各國航天界的密切關
注。

船箭組合體運抵發射區
天舟一號貨運飛船與長征七號遙二
運載火箭等飛行產品，自今年2月開始
陸續進入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並完
成了總裝測試等技術區各項工作。昨
日7時20分，承載着長征七號遙二運載
火箭與天舟一號貨運飛船組合體的活動
發射平台駛出總裝測試廠房。總重近
1,800噸的平台穩穩起步，經過2.5小時
的垂直轉運，於10時許順利轉運至發射
區。隨後，將在發射區開展天舟一號貨
運飛船與長征七號遙二運載火箭功能檢
查和聯合測試工作，完成最終狀態確認
後，火箭將加注推進劑，計劃4月20日
至24日擇機發射。

運貨約6噸比肩日歐飛船
天舟一號是中國自主研發的首艘貨
運飛船，其起飛質量約13噸，物資運
輸能力約6噸，採用兩艙構型，是全密
封飛船。航天專家此前向本報透露，
天舟一號運輸能力是俄羅斯進步號貨
運飛船的約3倍，與日本、歐洲貨運飛
船的運輸能力相當，但性價比更高。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
此前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貨運飛
船是今後為太空站運輸貨物的運輸工
具，以後每次可向太空站運輸6.5噸的
推進劑和貨物，包括太空人的消耗
品，吃的、喝的、用的，以及太空站
建造過程中所需的設備等。此外，天
舟一號還要給天宮二號補加推進劑，
技術難度也比較大。天舟一號任務的
成功，將標誌着太空實驗室任務的全
面完成，可以開始建造太空站。
按計劃，天舟一號發射入軌後，將
與在軌運行的天宮二號先後進行3次自
主快速交會對接、3次推進劑在軌補
加。天舟一號還搭載了非牛頓引力實
驗等10餘項應用載荷，將在軌開展太
空科學及技術試（實）驗。任務期
間，天舟一號與天宮二號組合體在軌
飛行約2個月，天舟一號獨立飛行約3
個月。完成既定任務後，天舟一號將
受控離軌，降落至預定安全海域；天
宮二號留軌繼續開展拓展試驗和應
用。

長征八號將以商業火箭模式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國防科工局總工程師、國家航天局秘書長田
玉龍昨日在此間表示，將支持並加快商業航
天的發展。田玉龍透露，中國已確定首批可
利用社會資本共同開發的商業衛星和商業火
箭，其中包括已批覆立項的長征八號火箭。
長征八號將以商業火箭的模式開發，政府、
企業各出一部分資金，並通過社會融資一部
分資金，從研製、發射再到提供服務，探索
商業航天模式。

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出資
田玉龍表示，國家航天局將大力推動航天

技術轉化和產業化。以「中國製造2025」為
指導，深入推進航天軍民融合，加強航天技
術成果推廣，加快商業航天發展，完善發展
商業衛星、商業火箭和商業地面設施等規範
和鼓勵政策，完善技術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
保護機制，完善多渠道投融資和混合所有制
等配套措施。

商業航天是中國乃至世界都密切關注的熱
點。田玉龍透露，長征八號是中國首批立項
研製的商業火箭，將採取政府、企業、社會
共同出資的模式研製。

預計明年完成研製首飛
據報道，長征八號運用了長征五號的新一

代動力技術，具有無毒環保等特點，其太陽
同步軌道運載能力為4.5噸，地球同步轉移軌
道運載能力為2.5噸。業界認為，長征八號火
箭將大大減少發射中低軌道衛星的費用，在
商用衛星發射市場前景可觀，預計在2018年
完成研製、首飛。
田玉龍表示，商業資本可能進入的主要領

域，包括微小衛星的製造、商業火箭的製造
以及地面設備、配套產品，以及應用配套的
軟件系統等。他特別提出，商業航天的保險
以及投融資業務，目前是需要補上的短板，
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在談及2017年的航天發射時，田玉龍還透

露，2016年首飛的新一代大推力運載火箭長
征五號將迎來兩次大考，第一次將承擔把實踐
十八號試驗衛星送上太空的任務；第二次將實
施探月工程嫦娥五號發射任務，完成中國首
次從月球採樣返回的重大使命。此外，今年
還將有空間科學衛星、新型遙感和通信衛星
等多發任務實施發射。

■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昨日舉行新聞發
佈會。 記者劉凝哲 攝

慶祝中國航天日
港大埔地球站開放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4月

24日，中國將迎來第二個航天日。記者從國家國防科
工局獲悉，今年航天日的活動將在全國各地展開，包
括港澳地區也將舉行相應活動。4月24日前後，香港
大埔地球站將組織參觀活動，並通過對衛星發射、運
營等講座，為港人生動介紹航天知識。
國防科工局總工程師、國家航天局秘書長田玉龍昨

日表示，今年航天日的主題是「航天創造美好生
活」，旨在聚焦航天應用，展現航天在服務國民經濟
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普及航天知識，培植創新
文化，激發創業熱情，推動航天事業進一步面向國民
經濟建設主戰場，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創造美好生
活。航天日的主場活動將在西安舉行，由開幕式、科
普展覽、系列對話、報告會、論壇等16場系列活動
組成。
港澳地區也將舉行相應的航天日活動。據了解，香

港的活動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下屬的中國衛通在
4月24日前後舉行，內容包括參觀香港大埔地球站及
運營設施，並舉行關於衛星發射、運營及航天知識的
講座。澳門的活動預計在4月21日上午舉行，由中國
航天電子技術研究院主辦，將組織澳門大學生參觀澳
門衛星地球站，並舉行中國航天發展史座談。

■■天舟一號將在天舟一號將在44月月2020日至日至
2424日擇機發射日擇機發射。。 中新社中新社

■■張化為張化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美國是半島問題最重要的當事方之
一，中方歡迎美方在和平解決半島問題
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總統國家

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16日在接受
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美方的底線是
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和實現半島無核

化。目前局勢不能再繼續，是時候採
取除軍事選項外的所有可能舉措嘗試
和平解決該問題了。請問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
陸慷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竭盡

各種和平的選項尋求半島無核化，這個大
方向是正確的，也符合所有有關各方利
益。
他表示，事實上，通過對話協商，以

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半
島和平穩定，是解決半島問題的唯一出
路，也是中國政府一貫堅持的立場。
陸慷強調，中方提出的「雙軌並行」思

路以及作為啟動對話第一步的「雙暫停」
倡議，也是着眼於在當前複雜敏感高危的
形勢下，有效降低半島緊張狀態，為各方
重回談判桌、最終實現和平解決問題創造
條件。同時，正如王毅外長上周所說，中

方也歡迎各方着眼於這一目標，提出切實
可行的建議。
陸慷說：「美國是半島問題最重要的

當事方之一，我們歡迎美方在和平解決
半島問題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也願與包
括美方在內的所有有關各方一道，為實
現半島無核化目標、維護半島和平穩
定、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共同努
力。」

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屆時，來自五湖四
海的朋友將齊聚北京、共襄盛舉，共同描繪
互利共贏藍圖。

「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提出，「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也是中國首次主辦。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發展狀況，尤其是中國
經濟的表現，牽動着全球神經。最近公佈的
經濟數據顯示，隨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
任務穩步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預期持續好
轉，微觀活力繼續增強，就業保持總體穩定，
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外貿形勢不斷回暖，企業

利潤開始回升。可以說，中國經濟穩中有進、
穩中向好、穩中提質態勢更加明顯，中國發展
的「順風車」，動力變得更加強勁。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這種強勁動力主要
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經濟運行整體平穩。當前，中國經濟
處於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制約經濟持
續健康發展的內外部因素依然較多，宏觀經
濟實現平穩運行十分重要。今年一季度，全
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6.9%，鐵路貨運量增
長15.3%，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已經連續
第6個月保持在51%以上，煤電油運先行指

標企穩向好。
二是主動改革提質增效。在中國，國有企

業大多掌握國民經濟命脈，既是經濟發展的
重要支柱，又是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
戰場。以央企為例，今年一季度，央企累計實
現利潤總額同比增23.2%，中國主動調整結
構、優化供給、提質增效的成效初步顯現。

三是對外開放信心更強。在全球貿易保護
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今年以來，中國與俄羅
斯、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印度、歐盟、
東盟等部分「一帶一路」參與國家和地區的
貿易實現了明顯增長。同時，中國與相關國

家的一批核電、高鐵、園區建設、技術合作
等項目相繼落地，用扎實成果為中國對外開
放積累信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海內外朋友即將
來華共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大計之際，
中國經濟進一步企穩走強，無疑有助於各國
加深對中國發展的全面認知，進而增強對搭
乘中國發展「順風車」的信心。

對中國而言，和平發展的決心不會動
搖，開放合作的大門不會關上。中國歡迎
各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搭
乘中國發展的「順
風車」，一起迎接
新型全球化帶來的
新繁榮。

中國發展「順風車」動力更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
東省知識產權局昨日公佈了2016年廣東省知
識產權保護狀況，報告顯示廣東省海關去年
查扣涉港澳侵權貨物近 21萬件，案值超
1,300萬元（人民幣，下同）。廣東省知識產
權局局長馬憲民還表示，近期將探討在粵港
澳大灣區概念下開展知識產權合作，並組織
粵港澳三地機構人員交流、信息共享。
在當天的發佈會上，馬憲民局長介紹了

2016年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狀況。數據顯
示，2016年，廣東省海關共查扣涉及香港、
澳門的侵權貨物420批次，查獲侵權貨物
208,804件，案值超過1,300萬元。粵港海關
開展聯合執法行動4次，海關廣東分署向港
澳海關通報廣東海關查處侵權案件情況近30
次，處理港澳海關侵權案件情報70餘份。
對於去年取得的成就，廣東省海關廣東分

署法規處處長周華強調，未來將加強專項聯

動機制，通過事前情報交流，有針對性地加
強涉及侵權的知識產權案件打擊。
馬憲民在介紹今年規劃時稱，未來廣東省知
識產權局將聯合各部門探討在粵港澳大灣區概
念下如何開展知識產權合作，「為了完善合作
機制，我們還會定期組織珠三角知識產權公務
人員赴香港知識產權署進行培訓，每年一次的
專利代理人考試，也有不少港澳考生來廣東參
加考試」。

粵擬與港探討大灣區知識產權合作

■馬憲民局長介紹2016年廣東省知識產
權保護狀況。 記者帥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