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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清晨，在嫦娥三号“奔月”4
年多之后，中国又做出一个探索月球的大
动作——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

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简称：地月 L2 点）的通信卫星，它
的成功与否对 2018 年年底中国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和巡视勘察任务至关重要。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伟仁说，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
的周期与月球自转的周期相同，所以月
球总有一面背对着地球，这一面称之为
月球背面。着陆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会
受到月球自身遮挡，无法直接与地球进
行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因此必须先发
射“鹊桥”，让它去充当架设在嫦娥四号

与地球间的“通信中继站”，专门
解决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对地
通信“不在服务区”的问题。

“鹊桥”的名字来源于中国民
间牛郎织女的传说，而这颗中继
星是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辛勤、
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月信息
联通的“天桥”。

“鹊桥”虽然只有400多公斤
重，但它是中国第一次应用于深
空探测重大任务的小卫星。专家
们坦言，这次任务周期长、难度
大、风险高，卫星的飞行轨道也与
众不同。

吴伟仁说，1772 年，法国数
学家拉格朗日推算出，一个小物
体在两大物体的引力作用下，小

物体相对于它们基本保持静止
的空间点有五个，即拉格朗日
点又称为平动点，分别为 L1、
L2、L3、L4、L5。其中，L1、L2
点在两个天体的连线上。

“鹊桥”正是要围绕地月L2
点的使命轨道飞行。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
系统项目执行总监、副总设计师
张熇告诉记者，在去往地月 L2
点使命轨道的途中，“鹊桥”需要
多次进行中途修正，要完成全部
使命还需“过五关斩六将”。

最关键的一次是近月制动
的变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鹊桥”号中继星项目经理张
立华将它形象地称为在距月面

100 公里高度时给卫星“踩一脚
刹车”。这次变轨的窗口时间很
短，且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没按
计划完成好“刹车”动作，“鹊桥”
很可能从此飞离预定轨道，因为
这颗小卫星携带的推进剂不足以
让它重新进入预定轨道。

此外，“鹊桥”采用的伞状大
通信天线由于是首次使用，其性
能表现需要经受在轨实际检验，
而远距离通信也是一大难点。张
立华说，地球上的通信卫星通常
是在距地面 3 万多公里的地球同
步轨道运行，“鹊桥”距离月面距
离远了 1 倍多，有 7 万多公里，这
些对这颗中继星实现与嫦娥四号
着陆器和巡视器稳定可靠的通信

提出挑战。
“‘鹊桥’是颗小卫星，研制时间

只有两年半，但作为嫦娥四号任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技术状态比较
新，设计寿命达 3 年，而且质量要求
非常严格，整个卫星的地面加电测试
时间超过1300个小时。”张立华说。

“鹊桥”携带一大一小两个相机，
小的专门观察卫星天线的展开情况，
大的可以给月球和地球拍合影。

张立华表示，在确保完成通信
中继保障使命的同时，“鹊桥”也拉
开了探月国际合作的新序幕。“鹊
桥”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
探测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
试验。

据新华社西昌5月21日电

“嫦娥”未动，“鹊桥”先行——

我国为月球背面建通信服务区

“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出发，对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
出重大部署，为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我们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美
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
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
设；到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再
到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三大行动计划⋯⋯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硬骨头要
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解
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我们必
须完成，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就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
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不能一
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
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
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
验。只有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们
才能兑现承诺，不负人民，无愧历
史。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

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我们的宗旨
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在。这场
污染防治攻坚战，不管有多么艰
难，我们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
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
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
打好打赢。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就要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更有效
的政策举措。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
大部署，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生
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
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把
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环
境治理水平，充分运用市场化手
段，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
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实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充分发挥党的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
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
质基础，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我们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还给老百姓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子孙后代
留下美丽家园，为中华民族赢得美
好未来。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21 日电（记者王晖） 人才落户新
政，目的在于支持有意来津真正参与天津市各项事业发展，
愿意在津脚踏实地创新创业的人员，而不是借落户之机，单
纯挂靠户籍，或为子女获得参加高考资格、买房炒房的各类
其他人员⋯⋯记者从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天津为杜绝“户口空挂”“暗度陈仓”等现象的发生，严格
实行先落档后落户规定，吸引人才诚意不减，引才求才导向
更加突出。

据了解，在办理落户手续过程中，对于学历型人才，需
提供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对于资格型人才，
需提供居民身份证、职称或执业资格证书；对于技能型人
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在津劳
动合同或社保缴费凭证；对于创业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
证、企业营业执照、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对于急需型人才，
需提供居民身份证、所在区人才办出具的急需型人才认定
书。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来津落户的方式主要包括：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所在
单位集体户；无产权房、所在单位无集体户的来津人才，在
区人力社保部门指定的人才集体户落户；无就业单位的来
津人才，在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人才集体户落户并存档。

对于在津无就业单位人员如何办理存档及落户手续，
天津市人社局表示，根据《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
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无就业单位的来津人才，在中国
北方人才市场人才集体户落户并存档。”。

天津引才新政杜绝“户口空挂”——

先落档后落户

新华社南京 5 月 21 日电（记者朱筱 朱国亮） 记者从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获悉，21 日，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针对当地居民曾某污蔑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
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自今年 5 月 1 日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18年5月12日下午，淮安市清江浦区某小区一幢高
层住宅发生火灾，消防战士谢勇解救被困群众时将自己的
空气呼吸器让给向其求救的战友使用，自己则因为被浓烟
熏呛从高楼坠落，后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谢勇牺牲后，网上却有极少数人发表不实甚至污蔑烈
士的言论。5 月 14 日，淮安经济开发区的曾某在微信群里
散布不实言论对谢勇烈士进行污蔑，并在他人提醒已有人
因此被处理的情况下仍言辞激烈、不知悔改。5 月 15 日，
曾某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于 5 月 17 日对上述线索进行立
案审查，收集相关证据，并依法履行了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就是否对曾某侵害烈士名誉权的行为提起民
事诉讼征求了谢勇烈士近亲属的意见，烈士近亲属声
明不提起民事诉讼。5 月 21 日，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批准，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曾某的行为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

一网民公然侮辱救火牺牲消防战士——

被检方提起公益诉讼盛夏的海南瓜果飘香，芒果、菠萝、
荔枝等水果轮番上市。与此同时，海口
市的菠萝、东方市的芒果却出现价低卖
难现象。眼看着辛苦种植的水果赔本贱
卖甚至无人问津，“丰产不丰收”让果农
忧心。

19 日，记者在东方市大田镇红泉农
场一处芒果园看到，20 余亩的芒果树上
挂满大小不一的台农芒果，部分果树下
堆积着熟透废弃的芒果。种植户吴亚东
介绍，目前收购价普遍低于1元，远低于
往年两三元的水平。

业内人士指出，受天气原因影响，今
年芒果主产区域上市周期延长，加之多
种时令水果上市双重因素叠加，导致芒
果增产不增收。此外，受气候、技术等因
素影响，东方市部分台农芒果出现露水
斑、果形小，达不到商品果标准。

同类水果上市时间“撞车”、品质不
佳等，也是造成海口菠萝价低卖难的主
要原因。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局获悉，海
口市目前菠萝面临价低卖难面积 1490
亩，产量约 3725 吨，6 月还将上市 1550
亩。

据新华社海口5月21日电

海南：

芒果菠萝价低卖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