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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快递员”踏上约会天宫二号之旅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成功发射 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4月20日19时41分，搭
载着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 ，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
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
定轨道， 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
步的收官之作， 标志着我
国即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19时41分， 随着“点
火”口令的发出，发射场响
起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
拖曳着白色尾焰的长征七
号火箭冲天而上。
此时，在太空已巡游7
个多月、 绕行地球3396圈
的二妞（身份证姓名为“天
宫二号”）正在期待这次甜
美的“约会”。
2016年9月15日，首艘
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发射成功。目前，设
计寿命为2年的天宫二号运
行状态良好。
约596秒后，飞船准确入
轨。 天舟一号发射任务发射
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宣
布，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
成功。
按计划， 天舟一号将在
距地面393公里的轨道与天
宫二号进行3次自动交会对
接。 这在我国载人航天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
此外，天舟一号还将进行
3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
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
项实（试）验。其间，天舟一号
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
约2个月， 天舟一号独立飞行
约3个月。完成既定任务后，天
舟一号将受控离轨，陨落至预
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轨继
续开展拓展试验和应用。

最高法出台新规
规范国家赔偿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了《关
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
定》，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赔偿监督是指对赔偿委员
会生效决定的监督， 包括赔偿请求
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申诉、 法院内部
监督与检察院监督三种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表
示：“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赔偿决定
作出后， 时隔多年反复申诉甚至缠
访、闹访现象。案件难以真正终结，
既给申诉人造成诉累， 又使司法资
源不能高效利用。”
规定共27条，主要明确了赔偿
监督程序的适用范围， 规定了申诉
受理和审查程序， 明确了人民法院
决定重新审理的情形， 确定了对人
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处理方式，规
定了重新审理程序， 细化了人民法
院重新审理赔偿案件的原则、方式、
■据新华社
期限、处理意见等。

解读

报告预计未来10年
我国粮食供需基本平衡

首个送往太空的“包裹”
天舟一号有不少“秘密武器”
4月20日晚， 中国首单
“太空快递”正式发出，预计
两天后送达天宫二号。
作为中国载人空间站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艘
货运飞船天舟 一 号“只 运
货，不送人”，因此被形象地
称为“太空快递员”，一亮相
便成为了目前中国最 受关
注的“快递小哥”。未来几个

月，天舟一号将在太空中独
自完成它的 首 单“太 空快
递”任务。 这次任务，天舟一
号就要为天宫二号带去6吨
左右的货物和推进剂，其中
有大大小小100多个货包。
据可靠消息，为了这一
趟远差，“太空快递员”天舟
一号准备了不少秘密武器。
下面就给大家晒几件：

“防晒霜”
第

1

件

太空中的日晒强度比地球上猛烈千百倍，在太阳
照射的情况下，天舟一号的表面会迅速升温，为了帮
助推进舱中的设备“
防暑降温”，聪明的天舟一号在自
己皮肤上涂了一层
“
防晒霜”。
这款太空版“防晒霜”其实是一种航天专用的白
漆热控涂层，具有优良的散热性能。

高科技货包
第

2

件

由于运送的货物中有不少精密仪器和航天员用
品，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安全不受损地到达
“
客户”手中，
天舟一号精心准备了一种高科技货包来装载货物。
这种高科技货包，采用系列化设计，根据货物尺
寸，可调节大小、形状。其外观呈乳黄色，采用新型的
抗菌防潮防霉布料， 里面则使用一种新研制的防火
防潮且抗震的泡沫或者气囊来包裹货物， 可确保部
分货物在货包中安全地存放一年。

保驾护航的利器
第

3

件

早在出发前，天舟一号就“听过”关于太空垃圾给
国际同行带来的困扰：“被小小一块10克的太空垃圾
迎面撞上，只刮花了漂亮帅气的制服都算幸运，好几次
甚至差点穿透制服被送进医院。”于是，为了运输过程
更安全，天舟一号决定随身携带力学环境测量系统。
这套
“
高大上”的系统不仅可以在天舟一号全飞行
时段对传统的振动、冲击、噪音环境进行检测，还可以
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太空垃圾撞击的位置和受损程度，
甚至还能检验飞船结构设计、货物装载合理性，为在轨
损伤修复和结构优化设计提供帮助。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4月20日19时51分许，在我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成功。
新华社 图

释疑

普通人能通过天舟送快递吗
天舟一号“非常规”问题解答
问： 天舟系列飞船能给航
天员补充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吗？
王为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主任设计师）：没问题，这本来
就是天舟系列飞船的职责所
在。将来，天舟系列飞船给空间
站输送物资时， 地面人员会精
心挑选一些新鲜果蔬， 用抗菌
防潮的专用货包包装好， 在发
射前通过整流罩操作口、 货运
飞船操作口装进飞船。 一切顺
利的话， 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可
以让航天员们在飞船发射后六
七个小时， 就能品尝到来自祖
国的新鲜美味。
问： 天舟系列飞船是否可
以给自己加注燃料？
雷剑宇 （天舟一号货运飞
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天
舟飞船推进舱携带的燃料，除了
用于轨道调整，还要用来控制自
身坠入大气层烧毁以免产生太
空垃圾， 一点一滴都十分宝贵。
但由于它不需要像空间站那样
长期在轨，发射升空时携带的燃
料足够使用，没必要大费周章在
太空“加油”。所以，带给空间站

专油专用”。
的燃料要“
问：普通人将来能通过天舟
飞船送快递吗？
张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
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国外有
统计数据显示， 要将1公斤重的
东西送入太空，大约要花费几十
万美元。这个数据虽说听起来不
够精确，却真实反映出航天事业
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作后盾。
换句话说，普通人如果想通过天
舟飞船向空间站快递货物，仍然
是不太现实的。
问： 天舟系列飞船烧毁时，
能否像流星一样被观察到？
孙勇（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总
体部飞控组长）： 理论上是可以
的，但实际上比较困难。出于保
护地面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的
考虑，天舟系列飞船再入大气层
烧毁，一般会选择在渺无人烟的
大洋上空进行，如果有人恰巧乘
船经过那里，或许可以亲眼看到
执行完空间物资输送任务的某
一艘天舟飞船完美谢幕。
■均据新华社

农业部市场预 警 专家 委员 会
20 日 发 布 《中 国 农 业 展 望 报 告
（2017-2026）》，未来10年，我国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取得明显
成效，粮食供需将由阶段性供大于
求转向基本平衡。稻谷、小麦等重
要农产品产量将保持基本稳定，玉
米种植面积到2020年将较2015年
减少约6000万亩，高库存压力明显
缓解。 大豆生产将恢复至历史高
位，使进口增速得以放缓。
报告预计，2017年我国农业结
构将以市场为导向持续优化调整，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有望继续增
加，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将得以
缓解。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将调减
1000万亩以上，大豆种植面积将增
加900万亩。 农产品消费总量则将
继续刚性增长，玉米加工消费增长
超过10%。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宣布提高
外国人入籍
“
门槛”
澳大利亚总理 特 恩布 尔20日
表示， 澳政府决定从即日起提高加
入澳大利亚国籍的“门槛”，申请者
需接受更加严格的英语考试， 并被
要求遵循澳大利亚的价值观。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 特恩
布尔宣布对入籍政策进行改革，主
要内容包括： 要求所有申请者通过
包括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等项目
在内的独立英语测试； 在成功申请
永久居民身份后， 在澳大利亚的最
短居住期限从此前的1年提高至4
年；限定入籍考试次数，从此前的无
考试次数限制变为申请者只能申请
3次考试，并在考试中引入自动失败
机制，如作弊等行为；申请者要展示
和证明采用何种方式融入澳大利亚
社会和对社会有所贡献， 例如就业
证明、子女入学证明等。■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