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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建設高水平軍事科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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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16日上午視察軍事科學院，代表黨中央
和中央軍委，對軍事科學院第八次黨代表
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軍事科學
院全體同志致以誠摯的問候。他強調，軍
事科學是指導軍事實踐、引領軍事變革的
重要力量。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
想，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
軍、依法治軍，堅持面向戰場、面向部
隊、面向未來，堅持理技融合、研用結
合、軍民融合，加快發展現代軍事科學，
努力建設高水平軍事科研機構。

中，軍事科學院進行了重塑。
習近平對科研人才高度重視，他特意看
望了在軍事科學院工作的「兩院」院士，
關切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習近平指出，
你們是黨和軍隊的寶貴財富，我一直惦念
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果、帶好隊伍，
為強軍興軍作出更大貢獻。習近平叮囑有
關部門要充分尊重人才、關愛人才，扎實
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用才工作，不拘
一格降人才，打造高素質軍事科研人才方
陣。

囑重視育才引才聚才用才

習近平此行聽取軍事科學院工作匯報，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軍事科學研究
具有很強的探索性，要把創新擺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做好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加
強軍事理論創新、國防科技創新、軍事科

研工作組織模式創新，把軍事科研創新的
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習近平強調，要加快實施科技興軍戰
略，鞏固和加強優勢領域，加大新興領域
創新力度，加強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
技術孵化孕育。要堅持自主創新的戰略基
點，堅定不移加快自主創新步伐，盡早實
現核心技術突破。要堅持聚焦實戰，抓好
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運用，使科技創新更好
為戰鬥力建設服務。
習近平指出，要推進軍事科研領域政策
制度改革，形成順暢高效的運行機制，把
創新活力充分激發出來。要深入研究理論
和科技融合的內容、機制和手段，把理論
和科技融合的路子走實走好。要堅持開門
搞科研，加強協同創新，加強軍民融合，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推動形成軍事科研工
作大聯合、大協作的生動局面。

創新軍事科研 突破核心技術

軍事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重要科
研機構，幾十年來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
了重大貢獻。在這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中國首枚民營自研商用火箭升空
創航天史五紀錄 拓低成本可定製發射服務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蕊、孟冰、中通社及重慶晚報報道：5 月 17 日 7 點 33
分，落戶兩江新區的重慶零壹空間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零壹空間」）OS-X
火箭「重慶兩江之星」在中國西北某基地成功點火升空。這是中國首枚民營自研商業亞
軌道火箭，將進一步推進民營火箭投產應用，應用於科研領域飛行驗證服務，實現在地
面難以模擬的飛行環境。據了解，該火箭可靈活配置多種控制系統，控制能力強，可根
據用戶需求進行定製化設計，滿足飛行試驗所需的各類複雜飛行彈道。

本

次發射載荷的客戶是航空工業瀋陽所。

「重慶兩江之星」為零壹空間OS-X系列的首型
火箭。該火箭長度9m，總重7,200kg，全程大氣層
內飛行，最大高度約 42km，最大速度超過 5 倍音
速，飛行時間265s，飛行距離273km。零壹空間自
主掌握固體火箭發動機技術，發動機推力達到
350kN，能夠為載荷實現 0~20 馬赫的飛行速度，
同時該火箭可靈活配置燃氣舵、空氣舵、姿控動力
等多種控制機構，並具有很強的控制能力，可以根
據用戶的需求進行定製化設計。
零壹公司 CEO 舒暢表示，OS-X 系列火箭從公
司內部立項到完成首飛，僅用了 1 年時間，如此
「快」的速度主要得益於公司對商業航天新型研發
模式的探索。

裝方面很有講究，垂直安裝時的重力因素可最大限
度減少零件鬆動，從而減輕安全隱患，但總裝廠房
建造成本較高。而「兩江之星」採用的是水平組
裝，所以總裝要求非常嚴苛，各項組件的安裝誤差
都精確在0.01毫米以內，「容不下一根頭髮絲」。
重慶大學航空航天學院博士生導師胡建新教授表
示，固體火箭發動機易實現大推力、可靠性高、發
射操作簡單、使用維護方便。正是由於採用固體火
箭發動機作為動力裝置，OS-X 系列火箭具有可整
體貯存、操作簡單、發射成本低、發射周期短的特
性，它最大的優勢是「快速、便捷、靈活」，可實
現衛星快速組網和補網，能很好地滿足自然災害、
突發事件等應急發射需求。
■火箭頂部黑色的
圓柱體為減阻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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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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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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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上無線通訊」減重縮成本
首飛實現了長時間的臨近空間有控飛行，獲取了
大量真實飛行環境數據。本次飛行試驗中，零壹進
行了中國首次「減阻桿」、「低成本能源」、「箭
上無線通訊」等創新技術的研究，為簡化火箭系統
設計、降低研製成本打下了堅實基礎：以箭上無線
通訊技術為例，將火箭從「有線網絡」帶入「無線
WIFI」的新時代，該項技術可以減少箭上電氣系
統設備 50%的重量，節約箭上電氣設備 30%的成
本，縮短箭上電氣系統60%的設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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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史最短周期及最精簡團隊：項目啟動
至發動機聯合試車僅用9個月，使用最精
簡的研發團隊及試驗隊配置圓滿完成了任
務。
■一體化綜合控制系統「五臟俱全」
航天史最高集成度：火箭綜合控制系統自
主研製，整合傳統控制系統的功能，且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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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融資5億 互補「國家隊」
零壹空間成立於2015年
8月，是中國第一家營業執
照上寫着「運載火箭及其
他航天器」的民營企業，其專注於智能小型運載
火箭的研製，旨在為全球商用微小衛星提供高性
價比的發射服務。零壹空間的創辦人兼CEO舒
暢是「85後」的年輕人，2015年8月成立公司，
立志要成為中國的Space X。他在募得約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後，開始建造火
箭，當時還遭到許多質疑與嘲笑。

至對民營航天行業潛力的信任與肯定。
何文非是當時主導該第一筆投資的春曉資本合
夥人，他看重這一項目的原因主要在於：「互
補」。「沒有運載火箭，航天無從談起。而代表
商業化趨勢的小火箭的設計和製造，需民營力量
的廣泛參與，對國家層面形成很好的互補。」何
文非如此表示。
比亞迪聯合創始人及深圳正軒投資董事長夏
佐是第二筆投融資的投資人之一。他認為，運
載火箭可提供商業化發射服務，前景非常廣
闊，同時，通過與商業衛星的合作，可以在科
技創新方面大有作為。
在零壹空間獲得第三筆投融資時，其投資方
聯想之星合夥人李明表示，零壹空間選擇民營
航天這一條高精尖而又艱難的路，需要極大勇
氣。民營航天在中國剛起步，卻也是一個對國
家極為重要的領域，對零壹空間的投資，也代
表對中國民營航天領域的投資，更是其支持國
家航天行業的行為。
■華龍網、中央社

中法「三抓手」深化航天AI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16日在巴黎同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雙
方同意全面深化兩國務實合作，打造「三大
抓手」深化務實合作，合作涉及核能、航空
航天、創新、人工智能氣候和環境等領域。
王毅表示，法國是我此次歐洲之行的第一
站。今天下午，我會見了馬克龍總統，同埃
蒂安外事顧問進行了深入交流。剛才，我同
勒德里昂外長舉行的會談富有成果。

推動綠色製造綠色金融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左）在巴黎同法國外長勒德里
昂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
新華社

我們同意抓住機遇，推動中法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邁上新台階。
我們同意打造「三大抓手」，全面深化兩

國務實合作。一是以現有大項目合作為抓
手，推進兩國核能、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產
業的融合與發展；二是以中國新一輪對外開
放為抓手，深化中法在創新、人工智能、數
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合作，為中法合作拓展新
的疆域。
三是以舉辦中法環境年為抓手，加強兩國
在氣候和環境領域的戰略溝通與合作。舉辦
中法環境年，是兩國元首共同作出的決定，
其意義超出雙邊範疇，具有重大國際影響，
我們要爭取盡早啟動，不僅推動中法在綠色
製造、綠色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也為全球應
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
我們同意共同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

滴滴順風車下線用戶標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發生空姐搭乘
滴滴順風車遇害事件後，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已於 12 日
凌晨零點下線並整改順風車平台業務。16 日，滴滴出行
對外公佈四項整改措施，備受輿論關注的順風車用戶標籤
（如空姐、富二代--編者註）和車主評價功能（如顏值爆
表、聲音甜美--編者註）全部下線；合乘雙方的個人信息
和頭像改為僅自己可見，外顯頭像全部為系統默認的虛擬
頭像；車主每次接單前必須進行人臉識別，最大限度杜絕
私換賬號的可能性。
此外，在繼續評估夜間順風車合乘雙方安全保障可行性的
同時，順風車暫停接受22:00-6:00期間出發的訂單。接單在

重 1.8 公斤，是傳統產品的1/10，優化設
計、節約成本。
■自主研發燃氣舵及其測力系統

1,000萬元就想造火箭，舒暢的起點確實無法
與Space X相比，但他打造「合夥制文化」，組
成平均年齡只有32歲的年輕技術團隊，以提供
用戶「質優價廉」為目標研發。
零壹空間從行業「新軍」到擁有運載核心技
術，成立至今共經過三輪融資融到5億元，從某
種程度上看，也是市場與資本對零壹空間，乃

零壹空間總團團隊成員蔡昊透露，這枚火箭在組

■自主掌握固體火箭發動機技術

長度
重量
動力

技術團隊平均年齡僅32歲

水平組裝嚴苛 誤差0.01毫米內

火箭亮點

火箭主要參數

22:00之前但預估服務時間超過22:00的訂單，在出發前對合
乘雙方進行安全提示。

有獎舉報「人車不符」
此輪整改還將嚴打「人車不符」，除要求快車、專車、豪
華車司機每天出車前需進行人臉識別外，平台還推出有獎舉
報人車不符。在乘客安全方面，除了原有功能外，乘客還可
一鍵撥打110（報警電話）、120（急救電話）、122（交通
事故報警電話）及平台安全客服等求助電話。在平台服務期
間發生的相關交通事故、治安及刑事案件和用戶糾紛中，滴
滴承諾將主動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展。馬克龍總統提出一系列強化歐盟建設的
新思路，中方對此表示讚賞。中方堅定支持
歐洲一體化。今年是中國歐盟建立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15周年，我們希望法國繼續發揮領
頭羊作用，為促進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作
出更大貢獻。

共拓第三方市場
我們認為探討「一帶一路」建設與法國自
身發展戰略的對接，將為兩國合作提供新機
遇，開闢新前景。馬克龍總統對法方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一直持積極開放態度，中
方對此表示讚賞。我們願與法方通過平等協
商，探討合作的方式和途徑，尤其是大力開
展第三方市場合作。

搭載測試了自主研發設計的燃氣舵及其測
力系統。燃氣舵經受高溫考驗，其測力系
統在試驗中成功獲取了舵面的受力和力矩
數據，亦節省了數百萬元人民幣研發成
本。
■首個商業化飛行試驗平台
OS-X系列火箭是中國首個商業化飛行試
驗平台，能滿足微重力試驗、探空、再入
試驗、高速技術驗證、發動機性能測試、
飛行器性能驗證、其他定製需求試驗等多
項服務需求，且具備專業服務團隊和快速
迭代優化設計、低成本等特點，滿足客戶
飛行試驗需要。
■首飛承載多項研究任務
中國首個肩負「箭上無線通訊」、「減阻
桿」、「低成本能源」等多項創新技術研
究的民營商用火箭。
資料來源：中通社

新聞 速遞
中國民政部和外交部近日正式通過網絡
專線的形式實現了婚姻登記信息的有效整
合和共享。今後，民政部門可直接通過婚
姻登記管理信息系統查詢到當事人在駐外
使領館辦理的婚姻登記信息，反之亦然。
■新華社
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一
書，17日起在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行。該
書分三十個專題，全面、系統、深入闡釋
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重大意義、科學體系、豐富內涵、精神實
質、實踐要求。
■中新社

中國外商投資企前四月增1.9萬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一
系列擴大開放、改善營商環境政策利好
影響下，2018年以來中國對全球投資
者吸引力大增。中國商務部17日公佈
的最新數據顯示，1-4月中國新設立外
商 投 資 企 業 19,002 家 ， 同 比 增 長
95.4%，增幅是去年同期的五倍有餘。
數據顯示，年初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
企業數同比增幅一度高達158.6%。其
中高技術產業吸收外資額正快速增長，
實際使用外資額近300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近80%。在外企主要投資來源地
中，新加坡、韓國、英國對華投資額同
比增幅均超過50%。「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對華投資同比增長近六成。

對外投資連增六個月
此外，中國對外投資亦正保持平穩健康
發展。首四月累計對外投資額達355.8億
美元，同比增長34.9%，連續六個月保持
增長。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投資額
達46.7億美元，同比增長17.3%。

北京市住建委日前透露，北京新機場將確
保按要求實現 2018 年底主體工程基本完
工，2019年9月底滿足通航條件。目前，航
站樓工程已完成封頂封圍。
■新華社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日前發佈的
《2018年世界城鎮化展望》報告顯示，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總量將增加 25 億，
近九成將居住在亞洲和非洲，其中中國將
增加2.55億，印度增4.16億，尼日利亞增
1.89億。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