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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
布会 28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
理季启明说，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
于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
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
人组成，费俊龙担任指令长。航天员
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
务，邓清明和张陆都是首次飞行。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计划于一周内完
成在轨轮换任务，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多
个“首次”

季启明表示，神舟十四号任务创
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
自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飞船发射入轨
以来，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生活
176天。

季启明介绍，神舟十四号乘组在
轨任务安排饱满，是空间站任务实施
以来的“最忙乘组”。任务期间，乘组
与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T”字基本
构型组装建造，经历了 9 种组合体构
型、5 次交会对接、2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位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站平台
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
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两个
实验舱多个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按
计划实施了多项科学实验与技术试
验，完成了1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

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
航天史上多个“首次”：一是首次实现
两个20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对接；

二是首次实现空间站舱段转位；三是航
天员乘组首次进入问天、梦天实验舱，开
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室”时代；四是首次实
现货运飞船2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
造了世界纪录；五是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
航天员出舱活动，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
3次出舱的纪录；六是首次使用组合机械
臂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七是航天员乘组
首次在轨迎来货运飞船来访。

此外，季启明介绍，即将首次开展飞
行乘组在轨轮换，迎来六名中国航天员
同时在轨飞行的历史时刻。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重点
开展六方面工作

季启明介绍说，神舟十五号飞行任
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棒，
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一棒，
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任务期间，
航天员乘组将重点开展6个方面工作。

季启明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
重点开展6个方面工作：一是开展空间站
三舱状态长期驻留验证工作；二是完成15
个科学实验机柜解锁、安装与测试，开展
涵盖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航天医学、航
天技术等领域的40余项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三是实施3-4次出舱活动，完
成梦天舱扩展泵组和载荷暴露平台设备
安装等工作；四是验证货物气闸舱出舱工
作模式，与地面协同完成6次货物出舱任
务；五是开展常态化的平台测试、维护及
站务管理工作；六是开展在轨健康防护锻
炼、在轨训练与演练等工作。

季启明表示，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
工程今年的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

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航天员
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 个月，任务主要
目的为：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
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轮换，验证空
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等。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乘组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明年
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首批国际合作项目载荷
明年进入中国空间站

季启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
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
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
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表示，探索未知宇宙，发展航
天技术，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国际合作是
航天发展的趋势潮流。在中国空间站研
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利用、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多个航天
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
合作。目前，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
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
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
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表示，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
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我们一直
持欢迎态度。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向我
们提出了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
行任务的需求，我们与相关方面正在开
展对接协调。同时，正在积极进行培训
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

综合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

神舟十五号今晚发射 飞行乘组确定

费俊龙，男，汉族，籍贯江苏
昆山，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5
年 5 月出生，1982 年 6 月入伍，
198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专业技术少将军
衔。曾任空军某飞行学院飞行
技术检查员，被评为空军特级飞
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我国
首批航天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载人航天
工 程 航 天 员 系 统 副 总 指 挥 。
2005 年 10 月，执行神舟六号载
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
11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
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经全
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邓清明，男，汉族，籍贯江西
宜黄，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6
年 3 月出生，1984 年 6 月入伍，
198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
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
某师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队长，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行任务乘组。

张陆，男，汉族，籍贯湖南
汉 寿 ，中 共 党 员 ，硕 士 学 位 。
1976 年 11 月 出 生 ，1996 年 8 月
入伍，199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 大 队 二 级 航 天 员 ，大 校 军
衔。曾任空军某训练基地某团
司令部空战射击主任，被评为
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
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
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行任务乘组。

据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

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简历

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 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28日的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我们已经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
测工程实施的条件，中国人九天揽月的
梦想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月球是人类拓展和开发利用地外空间
的理想基地和前哨站，月球探测也一直是当
今世界载人航天发展的热点和焦点。

季启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探索的
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一定会飞
得更稳、更远。按照我国政府批准的发
展战略，我们已经完成了载人月球探测

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通过前
一阶段的工作，突破了新一代载人飞船、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月面着陆器、登月
服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载人登月任务实施方案。这些工作为载
人月球探测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
们已经具备开展工程实施的条件。

我国已具备载人登月实施条件

11月28日，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费俊龙（中）、邓清明（右）、张陆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应国
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欧洲理事会主席
夏尔·米歇尔将于 12 月 1 日访华。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 月 28 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答问时介绍了有关情况。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于 12
月 1 日访华，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国
和欧盟机构领导人之间首场正式会
晤。”赵立坚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同米歇尔主席举行会谈，李克强总
理、栗战书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双方
领导人将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赵立坚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对欧关系，愿通过此访同欧方加强战
略沟通，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中欧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复杂动荡的国
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欧洲理事会主席将访华

新华社成都11月28日电 28日，
在成都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科技与发展
论坛闭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先
刚、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主席鲍勃·克莱
恩（Bob Cryan）共同发布了“2022年
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问题”。

这十大科学问题涉及气候、城市、
制造领域。其中，气候领域的问题为：
如何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稳定地球气
候？如何有效应对全球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在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下采取何种机制实现碳排放目标？

城市领域的3个科学问题是：如何
构建绿色、高效的城市废弃资源的再利
用体系？如何构建高速、立体、网络、智
能的人类宜居城市形态？如何优化城
市布局和功能来降低资源消耗？

制造领域的 4 个问题分别是：作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智能
制造如何推进世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如何认知光合作用、高
精度绿色制造等底层的共性基本科学
问题？如何从资源密集型、高碳制造
业向去中心化、低碳制造业转型？如
何实现“后摩尔时代”芯片制造中原子

精度表面的加工？
本 次 发 布 的 10 个 问 题 ，根 据

Scopus 数据库、INSPEC 数据库等
相关科学研究热点关键词的检索结
果，由《研究》（《Research》）等国内
外知名科技期刊的主编、编委、战略
科学家讨论提出候选问题，并在全球
范围进行网络评选。参与评选的科
学家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
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涵盖
生物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环境
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罗先刚介绍，这些问题主要围绕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
17个发展目标展开评选。“评选并发布
十大科学问题，可以有效汇集全球智
慧，引导全球科学家凝聚共识、协同攻
关，深化全球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

“这些重大科学问题，既是国际科
技界的共同关注，也是人类可持续发
展面临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方面。全球
科学家应该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
的行动，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共同寻
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解决方
案。”鲍勃·克莱恩说。

聚焦气候、城市、制造

2022年度人类社会发展
十大科学问题发布

11月28日，一辆汽车在湖南平益高速上行驶（无人机照片）。
当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湖南省首条智慧高速——湖南平江（湘赣界）

至益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据了解，平益高速大量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车路协同等前沿技

术，通过智慧综合运营管理平台、主动交通管控系统、智慧服务区等智慧应用，能
够实现缓解交通拥堵、对重点车辆跟踪监测、事故风险精准预测等功能，进一步
保障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 新华社发

湖南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运营

11月27日，一架小型飞机挂在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附近的一座输电塔上。
据外电报道，一架小型飞机27日傍晚撞上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一座高压输电塔后

被卡住，机上两人困在半空好几个小时，次日凌晨终于获救。事件导致周边大范围停电。
据美国联邦航空局通报，涉事飞机是美国穆尼飞机公司生产的M20J型单发动

机飞机，从纽约州起飞，准备在事发地点附近一座小型机场降落。暂不清楚事件发
生原因。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一家独立医
疗智库 27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脱离欧洲联盟加剧了英国医务人
员短缺状况，导致几大主要专科领域
的医生数量比预期少了4000余人。

纳菲尔德基金会这项调查重点关
注麻醉科、儿科、心胸外科和精神病科
医务人员短缺状况。“脱欧”前，英国这
四个专科领域尤其依赖来自欧洲其他
国家的医生。

“脱欧”后，英国这四个专科领域
从欧盟 27 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
员国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招
募医务人员的速度放缓，导致医生人
数低于预期。

据英国《卫报》援引这项调查结果
报道，英国2021年注册在案的执业医
师中，共 37035 人来自欧盟和欧贸联
成员国。如果按照 2016 年英国举行

“脱欧”公民投票前的人才流动趋势推
算，这个数字本应是 41320 人，但实
际数字少了4285人。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脱欧”相关
公投结果以及英国政府推动“脱欧”进
程是这一人才流动趋势“在2015年和
2016年前后转变的显著原因”。

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国就是否
脱离欧盟举行公民投票，约 52％的
投票者支持“脱欧”。经过漫长谈判，
英国最终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退
出欧盟。

报告提及英国“脱欧”后人员流动
新规的不确定性、签证制度收紧和医
疗工作条件恶化，指出英国国民保健
制度相关机构难以从其他地方找到足
够有资质的医务人员，而欧盟流入英
国的医生人数增长滞缓加剧了本已存
在的医生短缺状况。

调查显示

“脱欧”加剧英国医生短缺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航空发动
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正在
测试使用氢能的飞机发动机。

英国广播公司（BBC）28 日报
道，测试的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常
规AE－2011A涡轮发动机，其设计
广泛应用于全球支线客机。这是现
代飞机发动机首次以氢能为燃料。

上述测试由罗尔斯—罗伊斯公
司与英国易捷航空公司联合展开。
现阶段，发动机已能利用氢能低速
运转。

测试旨在证明利用氢能运转和
控制飞机发动机的可能性。从长远
看，这一计划旨在让氢能发挥重要
作用，促进航空业继续发展的同时
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着眼氢能实际为了实现
净零排放，”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航
空航天技术总监艾伦·纽比说，“氢

能这种燃料的优势是不含碳，所以燃
烧后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易捷航空首席运营官戴维·摩根
说，氢燃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点子。

摩根说：“我们几年前开始思索未
来航空燃料。我们考虑过电池技术，
但显而易见，电池技术可能无力支撑
我们运营的大型商业飞机。”

相对于电池技术，飞机使用氢能
的优势是可以在每公里航程提供更多
能量。对于大型飞机来说，电池过于
沉重。

不过，航空业使用氢能依然面临
瓶颈。上述测试迄今表明，飞机发动
机只能使用氢能启动并低速行驶。另
外，氢能存储比普通航空燃油更复杂，
所需空间更大。

纽比说，氢能存储需要容器，并保
持在极低的温度，“如何把氢能输送至
发动机也是一个问题”。

英国罗罗公司

测试氢能飞机发动机

（上接 A1 版）涌现出以双爱、中淘、简
尚为代表的移动式钢木小家具，以利
登等为代表的全屋定制家具等，更有
学生桌椅、医养家具、衣柜书橱、货架
展柜等细分领域产品。随着一批专精
特新骨干企业快速崛起，横林钢木家
具产业集群10月成功获评“常州市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

横林镇党委书记姚鸿波表示，将
锚定“常州东部桥头堡、绿色家居新高
地”战略定位，更大力度实施园区更新
计划，把握好产业集聚发展的规律，既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又提高
招商引资精准度，更好把企业组织起
来、把平台建设起来，以产业集群之

“好水”，养企业发展之“大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