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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據國
家航天局消息，昨日下

午 1 時 40 分，中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四號乙遙四十一運載火箭，成功
將海洋二號 C 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
入預定軌道，任務獲得圓滿成功。海洋
二號 C 星是中國海洋動力環境監測網的
第二顆衛星，也是首顆運行於傾斜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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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 星組網 監測全球八成海面風場

的大型遙感衛星，其入軌後與海洋二號
B 星組網，將大幅提升中國海洋觀測範
圍、觀測效率和觀測精度，可在 6 小時
內完成全球 80％的海面風場監測。
、勘海、鑒舟、匯志」
是設計師們對海洋
「捕風二號
C 星多種功能的概括。海洋二號 C
星在軌後，主要對海面高度、有效波高、海面
風場實現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實時觀測，並具
備船舶識別，以及接收、存貯和轉發中國近海
及其他海域的浮標測量數據能力。

觀測周期由單星 3 天縮至 1 天
據介紹，海洋二號 C 星將與 2018 年 10 月發
射的海洋二號 B 星以及後續的傾斜軌道衛星組
網運行，共同構成中國海洋動力環境監測網。
海洋二號 C 星入軌與 B 星實現雙星組網後，觀
測周期將由單星3天縮減到1天；後續待海洋二
號 D 星發射並完成三星組網後，將具備小時級
覆蓋全球主要海域的觀測能力。同時，能夠實
現亞中尺度海洋現象觀測，為中國海洋防災減
災、氣象、交通和科學應用等提供重要支撐。
作為海洋大國，中國海洋生產總值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重日益提高。海洋動力環境預警實現對
測風、測浪的海況預報，將產生諸多可持續、可
預期的收益。海洋二號C星入軌後，將不受天氣
和光照條件影響，實現全天時、全天候連續開展

海洋動力環境監測，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
供有效服務。此外，海洋二號C星的遙感數據還
可應用於海洋地球物理學、海洋動力學、海洋氣
候與環境監測、海冰監測等方面研究。

國內運載火箭首重複使用部件
此次任務中，長征四號乙運載火箭的最新進
展亦值得關注。據介紹，本發火箭採用了一個
特殊部件——一片從 2019 年長四乙遙三十八
運載火箭上回收的柵格舵的舵面。在對該舵面
進行了檢測分析，確保整體結構完整、無形
變、無裂紋後，重新進行清洗、修補和重新噴
塗防熱塗層，使其具備了重複使用的能力。產
品雖小，但卻是國內運載火箭首件重複使用的
箭上產品，這是對後續垂直起降重複使用運載
火箭的重要嘗試。
此次搭載的柵格舵控制系統在一二級分離後
開始工作，通過展開的柵格舵對一子級返回進
行姿態控制，主動導引一子級朝落區目標點機
動飛行；同時，將飛行信息下傳至地面，為後
續系統優化、拓展應用積累數據，並實現落區
預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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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隨 着 5G 時 代 的 到 來 ， 網 絡 信 息 量 越 來 越
大，但網絡體驗卻往往不如預期。為解決這
些技術難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
市大數據研究院、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共同建
立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實驗室將
通過吸引、連接全世界優秀科學家與工程
師，挑戰網絡系統優化基礎理論技術的學術
無人區，共同推進數學、人工智能技術在未
來網絡系統級創新中的應用，解決多年來困
擾通信業界和科學界的難題，使千百個網絡
體驗與效能最大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副校長、深圳市大

數據研究院院長羅智泉表示，中國在 5G 技
術已經取得全球領先的水平，特別是在設備
方面，華為是典型代表。但這些設備在實際
應用上，並沒有把能力完全發揮出來，這些
因為這些設備都是採用基準參數進行調試，
沒有跟當地的通信環境和用戶需求匹配，不
能達到設計的最優狀態。但目前要調試設
備，往往牽一髮動全身，對整體的網絡都可
能造成影響。
「整網體驗的系統性優化主要依賴服務專家
的工程經驗，相關研究還屬於學術無人區。目
前調試最優化的網絡，是通過數量眾多的工程
師在辛苦維護着的，隨着 5G 時代到來，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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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更多，原來的工作模式不能解決，必須要
跟學術界進行強強合作，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
進行調試，調優。」

工程師學界合作 加速 5G 應用
他介紹 ，實驗室將通過引入數學化、智能化
的方法，在關鍵模型和技術上突破，助力 5G
整體網絡性能、用戶網絡體驗全面領先。他指
出，此前團隊已經跟華為開展過合作，通過設
立實驗室雙方將開展長期穩定的合作，也有利
於學術成果最快進行轉化。「按照經驗，一個
學術成果需要兩年才能落地到應用中；通過聯
合實驗室，一線工程師提出的問題，實驗室馬
上建立數學模型進行解決，直接反饋到一線，
轉化時間可以縮短到一周。」
據悉，華為將投入約 1,000 萬元（人民幣，
下同）的設備和約1,800萬元的研發經費。
華為公司董事、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代表
華為致辭，他表示，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新實
驗室不僅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通信體驗，也會關
注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的通信性能和體驗，
在網絡的穩定性、安全性、可靠性、及其網絡
的體驗方面作出貢獻，這也是世界級的難題，
需要大量的數學家、人工智能科學家以及華為
和運營商的專家共同努力，希望通過未來網絡
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探索未來，讓 5G 加速應
用於各行各業，創新實驗室在世界範圍內也將
是非常領先的，一定要做出世界級的成果。

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展現新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 「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展
現新作為。」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
考察調研時，再次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重
要指示。央視發表快評文章指出，今年以
來，從三秦大地到汾河之濱再到洞庭湖
畔，每次地方考察調研，總書記每到一
地，都對生態文明建設予以重點關注、專
門囑託。各地各部門要用心領會、深刻把
握，做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忠實的踐行
者，不斷推動這一偉大思想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

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
快評指出，近年來，湖南深入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要
求，積極推進洞庭湖區域高質量可持續發
展，努力「守護好一江碧水」，集中解決了
一批群眾關切、社會關注的突出問題，重現
了水畔「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
鬱鬱青青」的美好畫卷，人民群眾紛紛點
讚。洞庭湖治理的經驗啟示我們，良好生態
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定要牢固樹立
底線思維和正確政績觀，持續改善生態環境
質量，堅決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
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
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快評續指，各地各部門要走出一域看全
局、跳出一時看大勢，統籌規劃、協同作
戰。思想上，轉變發展理念、變革生產生

活方式，力爭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
境保護的「雙贏」；行動上，科學規劃實
踐路徑，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
理，推動生態系統功能整體性提升。
快評最後表示，生態文明建設打的是攻
堅戰、持久戰，容不得半點鬆懈，來不得
絲毫停歇，需要我們持續努力，久久為
功。總體來看，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
轉的成效還不穩固，生態文明建設仍處於
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我們一定
要保持戰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建
功必須有我」的境界，以對歷史和人民負
責的擔當，一錘接着一錘敲，一環緊着一
環擰，堅決守好生態環境保護的底線、紅
線、高壓線！

橫琴港澳青創孵化中心啟動

深港共建實驗室 助力5G網絡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港澳青年創業孵化
中心」昨日在珠海橫琴金源國際廣場啟動，計劃引入澳門餐飲和
文娛兩大特色文化產業以吸納更多港澳文化創意青年；將分別與
澳門餐飲行業協會打造「全球餐飲品牌孵化中心」，與澳門音樂
產業協會、澳門演藝人協會打造「粵港澳文化交流基地」。

將配套
「私廚直播間」

據橫琴新區管委會透露，作為首批由澳門特區政府推薦進駐橫琴
粵澳合作產業園的項目之一，橫琴金源國際廣場項目緊鄰橫琴澳門
青年創業谷，總建築面積約3萬平方米，將打造港澳青年文化創意
聚集地。而目前辦公區域港澳企業入駐率達40%，商業部分商戶簽
約率達80%，覆蓋了餐飲、教育、地產經紀、文化創意等行業。
其中，港澳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面積約 5,400 平方米，由澳門
青年創立的「AHA 亞哈」商業品牌運營。該孵化中心已與澳
門餐飲行業協會、澳門音樂產業協會、澳門演藝人協會等簽訂
運營管理戰略協議，共同打造具有多功能配套的文創類青年創
新創業孵化平台。同時，還將配套私廚直播間、直播帶貨區、
全息投影區、錄音室、攝影棚、眾創辦公區等空間，助力港澳
青年在橫琴輕鬆創業；並將攜手珠海藝術職業學院共建產學研
基地，助力橫琴培養文化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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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漢小學門口持刀傷人致3傷2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番禺鍾村中
心小學門口昨日早上 7 時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據廣州番禺
警方通報，案件致 5 人受傷，其中 2 人傷重不治。犯罪嫌疑人王某
（男，47歲）長期有抑鬱病徵，在被現場安保力量制服過程中用刀自
殘，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事發區域位於鍾村中心小學門口一側，距離入校通道和保安崗僅三四
米。
附近小區居民張先生表示自己看到了部分事發經過。他說，當時聽到很
多人呼叫，以為是發生交通事故。「出來才看到是發生了砍人的事情，一
名男子正在朝路口逃跑，兩名保安持鋼叉等在追趕。快到拐彎處，行兇者
還刺傷了一名學生。」
另一名目擊者稱，事發時，該男子走到校門口附近，手持一把短刀，瘋狂刺
向附近的學生，現場一片尖叫。學生家長紛紛牽着或抱着孩子飛奔逃離。一名
學生家長說：「在小學門口砍完後，又跑到幼兒園門口，刺傷了一名孩子。最
近時，我距離他只有五六米，還好我及時抱住孩子，反方向跑開了。」
網上視頻和照片顯示，至少兩名學生倒地不起，上身和腿上有較大
面積血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