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2019
年“中国航天日”启动
仪式暨中国航天大会
开幕式在长沙举行。
图为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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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 由国家航天局与联合国外
空司共同举办的联合国/中国航
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长沙
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 联合
国外空司司长西蒙内塔·迪皮
蓬分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
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主持。

许达哲在致辞中说， 湖南
是人文荟萃的胜地、 资源富集
的宝地、创新创业的高地、经济
发展的旺地。 本次大会在湖南
召开， 有助于湖南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航天事业的发展。 离开
地球，走向更深、更远的太空认
识宇宙，正是为了更好、更自觉
地呵护地球家园、 增进人类福
祉。 湖南省愿与联合国外空司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航天人士加
强交流、推动合作，助力可持续
发展。 湖南省将根据中国政府
统一部署， 落实中国航天助力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声明要求， 致力利用航天科
技促进经济发展、 利用航天技
术提升治理能力和效率、 利用
航天平台推动防灾减灾救灾、
利用航天成果不断改善民生，
促进航天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注入“航天动力”。湖
南将立足良好的产业基础、发
挥比较优势， 承担更多重大项
目， 参与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
十大行动计划， 为建设航天强
国、造福人类贡献湖南力量。

会议期间，中国国家航天局
与联合国外空司签署了《关于在
中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中开展合
作的协定》；与土耳其空间技术研
究院、埃塞俄比亚科技部签署了
航天合作协议；与巴基斯坦航天
局更新签署了合作大纲。中国和
联合国代表就大会主题分别作
主旨报告，中国国家航天局重点
介绍了中国航天解决方案，联合
国介绍了世界和亚太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情况。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潘显璇

4月23日，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官方微博转发了一篇名为
《从杜蕾斯到“丰胸”椰奶：被软色
情毁掉的中国人》的文章，并评论
称，近年来，低俗广告营销屡见不
鲜，性暗示、消费女性、性别歧视
是其一成不变的手法。 该办已将
此类“软色情”问题纳入当前正在
开展的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内
容。(4月24日 观察者网）

杜蕾斯的广告文案一直以
来比起那些复读机式的低俗广
告和打色情擦边球的下流广
告，可以说堪称业界正面典型。
如果说以往它还是“风流而不
下流”的宣传形象，但在 4月19

日与饿了么、 喜茶等的合作宣
传中，这位“老司机”却翻车了。
虽然此次仍然使用的是谐音梗
和双关的技巧， 但显然直奔下
三路，搞淫秽影射，让人大倒胃
口。网友们也纷纷表示，与以往
的含蓄内敛低调相比， 此次的
直白低俗辣眼睛。

像这种以性暗示来制造噱
头的广告文案，可归之为“软色
情”范围。软色情又称“温和色
情”,与“硬色情”相对。一般定义
那些在图片、色情小说或其他文
艺作品中出现男女裸体形象，或
其它包含能激发性兴奋或性刺
激的场景，以及含有性暗示的宣

传等。 由于在法律层面缺乏对
“软色情”的惩罚条文，因此使得
这种色情得以在灰色地带游走。
如据《刑法》367条，“本法所称淫
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
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
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
及其他淫秽物品”； 而1988年原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
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则对
此进行了进一步更为详尽的界
定；但总体上，这些有关“色情”
的界定，实际上主要针对的还是
人们熟知的“硬色情”。

如今，“软色情” 更是借助网
络的优势不断蔓延。 除了网络上

常见的一些广告之外， 很多APP也
都“夹带私货”，将“软色情”植入其
中，以增加流量和下载量，借此牟取
暴利。有家长就反映，一些学习软件
里有“软色情”内容，不少孩子深受
其害。 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皆能进入其中， 而“软色
情” 对于懵懂的未成年人恰恰又有
着致命的吸引力， 一旦沉溺其中并
模仿，影响学习和健康不说，还会引
发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同时，如果任
由“软色情”取代正常健康的性启蒙
教育， 更会让未成年人形成不健康
的性认知。

要抵制“软色情”，须得从两方
面着力。 首先是在法律层面进行操

作认定标准，就如前不久针对“扫黑
除恶”中“软暴力”的标准认定———
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 恐慌进而形
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
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
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
罪手段。只有标准认定了，才能将这
种极具隐蔽性的色情准确地纳入监
管。其次是社会要共同参与，包括学
校、政府职能部门、家长，要形成“过
滤”的关卡，形成对“软色情”的抵制
力量。

也希望所有的商家在挖空心思
营销的同时，能够保留最后的底线，
不要为了营销，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不要为了“营销”，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本报4月24日讯 今天
上午，2019年“中国航天日”
主场活动在长沙隆重开幕。省
委书记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
为航天公益形象大使颁发聘
书，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在开幕式上致辞。

逐梦航天，合作共赢

今年“中国航天日”主题
是“逐梦航天，合作共赢”，此
次在长沙举行的主体活动包
括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湖
南航天航空产业发展座谈
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航天成就展等30多场系列活
动。20多位两院院士，中央和
国家机关、 有关中央企业相
关人员，民营航天单位代表，
以及来自10多个国际组织、
50多个国家航天机构的外
宾，共计1600多人前来参加。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
在开幕式上致辞， 省领导胡
衡华、谢建辉、吴桂英，中央
军委装备发展部少将杨利
伟，特级航天员景海鹏、特级
航天员刘伯明等出席开幕
式。 法国是此次活动的主宾
国，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首席运营官莱昂纳尔·苏切
特在开幕式上致辞。

湖南将积极承担
国家重大项目

许达哲在致辞中表示，
湖南一贯支持航空航天产业
发展， 坚持把发展航空航天
产业作为打造创新型省份、
建设制造强省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
伟人故里举办“中国航天日”
主场活动意义深远， 有利于
湖南进一步营造创新氛围、
推动创新发展。 湖南将继续
弘扬航天精神， 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发挥

“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和人才优
势、创新优势、产业优势，加快
建设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和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积极
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参与航空航
天国内外合作和中国航天助力
可持续发展十大行动计划，做强
做优做大航空航天产业，为建设
航天强国贡献湖南力量。

张克俭在致辞中说，“中国
航天日”自设立以来，在传播航
天精神、培植创新文化、打造合
作平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中国国家航天局将秉承“逐
梦航天，合作共赢”的理念，与
关心支持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社会各界和国际人士一道，并
肩同行、携手共进，为探索宇宙
奥秘、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外空
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
贡献。

3人被聘为
航天公益形象大使

开幕式上， 国家航天局发
布《中国航天助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声明》。中
国航天基金会“航天重大项目
奖”和“钱学森杰出贡献奖”颁
布。杨利伟、姜杰、汪涵被聘为
航天公益形象大使。

在下午举行的湖南航天航
空产业发展座谈会上， 与会院
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
专业领域进行了精彩发言，并
就航空航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建言献策，23家单位成功签署
了12个项目的合作协议， 总投
资近200亿元。许达哲在座谈中
说，近年来，湖南经济稳中向好，
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研发投入大
幅增加，“四上”企业数量快速增
长，生态环境日益优化。湖南将
航空航天产业纳入制造强省建
设重要内容，以航空航天助力创
新型省份建设、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带动产业开放合作。

■记者 冒蕞 贺佳
刘笑雪 刘镇东

2019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在长沙开幕 杜家毫出席开幕式 许达哲在开幕式上致辞

为建设航天强国贡献湖南力量

聚力助发展 精准促合作
联合国/中国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长沙开幕 许达哲致辞

本报4月24日讯 发展航空航
天产业，湖南有成绩也有底气。记者
从今日下午举行的湖南省航天航空
产业发展座谈会上获悉， 我国多项
航空航天技术成果的诞生地都在湖
南，2018年湖南航天产业实现产值
104.7亿元，同比增长25.1%；航空企
事业单位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同
比增长26.9%。

湖南是国家航天航空工业较早
布局的重点省份，株洲331厂是国家
“一五” 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
空空导弹都诞生在湖南。

省委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黄
东红表示，“中国航天日” 主场活动
在长沙举办， 是湖南航天航空产业
发展的重大契机， 湖南将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力争到2022年实现航天
航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
亿元。 ■记者 潘显璇

湖南航天航空产业
未来瞄准1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