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禁止境内航空公司
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5日电 （记者 戴
振华 左娅） 因持续严寒和降雪， 塞尔维亚政
府5日晚间宣布全国范围进入紧急状态。

塞政府当天发布声明说， 因大范围持续降
雪严重扰乱全国百姓正常生活秩序 ， 而且有
关部门的常规手段已无法缓解恶劣天气的影
响， 故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声明还说，
紧急状态期间 ， 塞尔维亚紧急情况部门将负
责协调指导所有的民众保护和营救工作。

塞内务部负责紧急情况事务的马里奇5日
表示， 在今后的7天到10天内， 塞境内所有能
够用来清理积雪的车辆和设备都可能被国家
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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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二号获得的全月影像图究竟有多
“牛”？ 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对话中国探月
工程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 、 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台长严俊研究员。

国际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
记者： 我国获取7米分辨率全月图在国

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严俊：7米分辨率全月图是目前国际上

已发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球影像图，是我
国探月工程取得的又一重大科学成果，表明
我国的月球探测水平有了新的提升。

它在空间分辨率、影像质量 、数据一致
性和完整性以及镶嵌精度等方面优于国际
同类全月球数字产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可看见阿波罗11号登月遗迹
记者： 7米分辨率是怎样一个精度？
严俊： 嫦娥二号载荷的相机比嫦娥一

号相机有了很大跨越 。 嫦娥一号全月图分
辨率为120米 ， 嫦娥二号为7米 ， 提高了17
倍。 通俗点讲， 嫦娥一号相机只能识别大
于360米的月坑、 石头， 而嫦娥二号可以识
别不到20米的。

我们甚至在全月图中看到了阿波罗11
号登月遗迹。

可帮助月球车软着陆
记者： 高分辨率全月图对实施登月计

划有何意义？
严俊： 高分辨率全月图有十分重要的

工程意义。 人们可以依据它所提供的全面、
精细、 可靠的地形地貌数据 ， 为我国和其
他国家未来要实施的着陆器和月球车软着
陆， 以及载人登月优选着陆区。

月球研究最全面的数据资料
记者： 它对月球科学研究有何价值？
严俊： 高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是月球

科学研究最为基础的资料。

高分辨率全月影像图提供了月球正面、
背面、 南极区与北极区的精细的地形地貌
特征， 展示了月球的月海 、 月陆和各类撞
击坑的大小、 分布 、 结构和特征 ， 解释了
小天体撞击月球的时空演化规律 ， 是划分
全月球地形分区和地貌单元的基础 ， 为研
究月球表面各单元相对年龄提供了科学依
据。

因此 ， 对我们研究月球物质特性 、 区
划月球地质构造、 勾绘月表物质成分 （岩
石、 矿物、 元素） 的含量与分布图表 、 分
析月表地形地貌特征与成因 、 探究月球起
源与演化等有直接的科学价值或重要参考
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防科工局6
日发布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获得的7米分辨
率全月球影像图， 这是我国探月工程取得
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

“除中国外 ，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其他
国家发布过优于7米分辨率、 100%覆盖全月
球表面的全月球影像图。” 国防科工局党组
成员、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东奎说。

嫦娥二号全月影像图分辨率为7米， 比
嫦娥一号全月图120米的分辨率提高了 17
倍。

打个比方 ， 嫦娥一号只能发现机场 、
港口， 嫦娥二号可以发现机场上的飞机和
港口里的轮船。

嫦娥二号是我国发射的第二颗月球探
测器。 它在嫦娥一号卫星备份星的基础上
进行了改造， 以先期验证探月工程二期月
球软着陆探测的相关技术， 并深化嫦娥一
号科学探测成果。

在此基础上 ， 科研人员经过半年多努
力 ， 完成 7米分辨率月球 全 影 像图的 制
作 ， 共746幅 ， 总数据量约800GB。 同时 ，
科研人员还制作完成 50米分辨率标准分
幅影像图产品和全月球数据镶嵌影像图
产品 。

为还原月球表面真实地形 、 地貌 ， 科
研人员在获取全月球原始影像数据的基础
上， 进行了细致的辐射 、 光度校正 ， 并根
据探测器轨道和姿态数据对影像数据作几
何校正 。 再通过影像匹配 、 分幅和镶嵌 ，
最终形成全月球影像图。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嫦娥二号全
系统状态正常稳定 。 目前正在环绕距离地
球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L2点， 继续开
展空间环境探测和工程技术试验。” 中国探
月工程副总指挥刘东奎6日说。

这意味着， 2011年4月1日寿命期满后，
嫦娥二号已超期服役10个多月。

此前， 嫦娥二号在2010年11月已经获得

分辨率优于1.3米的月球虹湾地区图像。 月
球虹湾地区是未来嫦娥三号着陆月球的主
要候选落点之一。

“嫦娥二号创造了多个 ‘首次’， 使我
国月球探测技术实现了新的跨越。” 刘东奎
说。 例如 ， 首次突破直接地月转移轨道发
射技术， 实现高可靠零窗口发射 ； 首次实
现100公里月球轨道捕获和近月点15公里的

低轨绕月探测 ；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不可测
控弧段主发动机点火控制 ； 国际上首次获
取7米分辨率100%覆盖的全月图； 首次实现
从月球轨道飞向日地拉格朗日L2点开展科
学探测。

新的一年里 ， 已超期服役10个多月的
嫦娥二号还将创造哪些 “首次”？ 国人拭目
以待。

我发布世界最清晰全月图
■分辨率为7米， 100%覆盖全月球表面
■嫦娥二号已超期服役10余月

全月图究竟有多“牛”
———对话探月工程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严俊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程卓 任珂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政府网6日公
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
见》。 意见要求严格考核和责任追究， 发生特
别重大火灾事故的， 要根据情节轻重， 追究地
市级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的责任； 后果特别严
重、 影响特别恶劣的， 要按照规定追究省部级
相关领导的责任。

意见提出了主要目标： 到2015年， 消防工
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适应， 消防法律法规进
一步健全， 社会化消防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公
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建设基本达标， 覆盖城
乡的灭火应急救援力量体系逐步完善， 公民消
防安全素质普遍增强， 全社会抗御火灾能力明
显提升， 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得到
有效遏制。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6日从民政部
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发出《关于给部分烈
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知》，《通知》 称，
从2011年7月1日起，给部分烈士子女（含建国前
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

据悉， 部分烈士子女是指居住在农村和城
镇无工作单位、 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
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

根据 《通知》 精神， 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为
每人每月130元。 地方政府还可通过增发补助
金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补助。 国家将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适时适当提高补助标准。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宋涛、 程国平为外交部副部长； 任命
崔玉英 （女） 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任
命张亚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任命励小捷为
国家文物局局长。

免去吕国增 、 李金章的外交部副部长职
务； 免去董云虎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职
务； 免去魏礼群的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单霁翔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国务院出台意见要求

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
为民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正通过各种
渠道， 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 营救在苏丹被劫
持的中国工人。

他说， 近日中方外交人员设法与被劫持人
员通了电话， 目前29名被劫持人员身体状况良
好，情绪比较稳定。有关营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5日电 （记者 杜
源江 何光海 ）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
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5日说， 伊朗永远
都不会挑起任何战争， 但伊朗对威胁或武
力打击的回应将是 “决定性的”。

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帕克普尔的
话说， 伊朗的战略属防御型， 但战术为进
攻型， “伊朗对任何威胁的反应都将是决
定性和进攻性的”。

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4日开始在
伊南部举行代号为 “拥护监护者 ” 军演
一事 ， 帕克普尔说 ， 这次军演的主要目
标是提高部队应对军事打击的能力 。 他
说 ， 在这次军演期间 ， 伊斯兰革命卫队
将检测部队应对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 ，
以及在作战中开展情报和后勤补给工作
的反应速度。

伊朗外长萨利希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 伊朗正准备应对西方所有针对伊朗
的计划， 甚至正准备应对最坏情形。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5日电 （记者 支
林飞） 美国总统奥巴马5日表示 ， 他认为
以色列尚未下定决心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
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目前通过外交途
径解决伊朗核危机仍然是可能的。

奥巴马当天在接受美全国广播公司电
视台采访时说， 目前以色列并没有就如何
采取行动作出决定。 美国的目标仍是争取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 尽管不排
除任何选项。 美以将密切合作， 竭力阻止
伊朗跨过核门槛而在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
引发一场核军备竞赛。

至于伊朗是否会对美本土发起报复性
攻击， 奥巴马表示美方并没有看到任何迹

象表明伊朗拥有这样的 “意图和能力”。
据新华社德国慕尼黑2月5日电 （记

者 刘向 潘旭） 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
议5日闭幕。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在当
天有关中东问题的专题讨论中强调 ， 不
要通过武力 ， 而应通过谈判来解决伊朗
核问题。

达武特奥卢说， 国际社会正在讨论采
取三种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 磋商、 制裁
或者军事行动。 土耳其认为， 军事行动是
最糟糕的选择， 磋商是上策， 对伊朗发动
军事打击将会在中东地区引发灾难 。 他
说， 伊朗核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在于缺乏
互信和强烈的政治意愿。

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代表也表示反对
对伊朗动武， 认为应该与伊朗展开严肃对
话， 走出目前的僵局。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
为民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指责中国对美
国从事 “间谍活动” 是无中生有、 别有用心。

有记者问， 美国政府近日发表国家安全威
胁年度评估报告， 对所谓中国从事大规模侵入
美电脑网络并窃取美知识产权、 开展 “经济间
谍活动” 提出批评。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刘为民表示， 中方已就网络安全有关问题
多次表明立场。 在未经彻底调查、 没有确凿证
据情况下对攻击源作出推断， 是不专业的， 也
是不负责任的。 指责中方对美从事所谓 “间谍
活动” 更是无中生有、 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
为民6日表示，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强
行推动表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决议
草案，这种做法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妥善解决。

我外交人员与苏丹
被劫中国工人通话
正设法营救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指责我从事“间谍活动”
是无中生有、 别有用心

菲律宾军方6日
下午说 ， 菲中部内
格罗斯岛当天中午
发生的里氏6.9级地
震已造成43人死亡 ，
数十人失踪。 图为2
月6日， 在菲律宾东
内格罗 ， 人们在查
看 地 震 造 成 的 损
失。

新华社发

菲律宾发生
6.9级强震
43人死亡

伊朗：永不挑起战争 坚决回应威胁
■奥巴马： 以未决定对伊动武
■土耳其等国反对对伊动武

2月5日， 中国杰出的音乐教育家、 女高音
歌唱家蒋英因病离世。

蒋英，１９１９年生于浙江海宁。 这位杰出的女
性是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 著名
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 科学家钱学森和艺术家
蒋英的婚姻也被誉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

这是1955年10月12日， 钱学森从美国归国
到达上海后， 钱学森 （右三）、 夫人蒋英 （后
排左一） 和家人在上海家中合影。 新华社发

钱学森夫人蒋英离世

国家将给部分烈士子女
发放定期生活补助

塞尔维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大范围持续降雪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6日电 叙利亚官方
媒体报道称， 叙反对派武装6日在一些省市对
叙政府军哨所和平民发动袭击， 并破坏石油管
道。 另据叙反对派组织称， 叙政府军当天炮击
了霍姆斯市， 造成至少33人死亡。

据官方的叙利亚通讯社报道，“武装恐怖分
子”6日袭击了伊德利卜省扎维亚山地区巴拉镇
的军队哨所，造成3名军官死亡。 武装分子当天
还袭击了霍姆斯省一辆公共汽车， 造成司机死
亡，另有6人受伤。此外，武装分子还在霍姆斯市
多个地点袭击平民和警察， 并在市区内发射迫
击炮弹、引爆炸弹，造成多人死伤。

据联合国统计， 持续10个多月的叙利亚流
血冲突已造成5400人丧生。

叙利亚暴力行动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林红梅）
根据国务院授权， 中国民用航空局于近日向各
航空公司发出指令， 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 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
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中国民航局有关负责人6日在此间表示 ，
欧盟单方面立法将进出欧盟国际航班的温室
气体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违反了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
关原则和规定。

这位负责人说， 中方希望欧方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 国际航空可持续发展和中欧关系大
局出发， 正视中方关切， 本着务实和建设性态
度， 加强沟通和协调，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
善解决办法。 此外， 中方也将根据事态发展考
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