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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26日
12时13分04秒，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首发星
“高分一号”卫星。2013年中国航天发
射迎来开门红。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 这是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第19次发射任务，
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75次发
射。 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装载于荷
兰研制的两个卫星分配器中的三颗
微小卫星， 三颗微小卫星分别由土耳
其、阿根廷、厄瓜多尔研制。

“高分一号”卫星是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简称高分专项）的首发星，
是我国首颗设计、 考核寿命要求大于
5年的低轨遥感卫星； 实现在同一颗
卫星上高分辨率和宽幅成像能力的
结合，将在国土资源调查、环境监测、
精准农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高分
一号”任务由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
测控、地面、应用六大系统组成。

4月26日12时13分，“高分一号”卫
星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成
功飞天，并在预定轨道稳定运行。这是
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首发
星，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国土资源立体监测
对国土资源监测来说， 传统调

查监测手段周期长、效率低，效果不
尽如人意，迫切需要构建“天上看、
地上查、网上管”监管体系，实现以
图管地、以图管矿的立体监管系统。

根据国家规划， 未来5年-10年
间，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基础地质遥感调查、矿产资
源遥感调查与评价等以遥感卫星为技
术基础的各项工作都将全面启动。

在这一背景下，高分一号的研制
和应用，必将为我国国土资源调查、监
管、利用提供强大的数据图像支持，其
高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完美结

合的应用优势也将实质性凸显。

农业监测
上世纪60年代以来， 国际上相

继开展了农业遥感监测技术研究与
业务系统的建立，现如今，遥感技术
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作物面积监测、
长势监测、估产、灾害监测、农业环
境监测与评价、 土壤监测等各个领
域，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成为农
业遥感应用的主要数据源。

此前， 我国可利用的卫星要么
是空间分辨率不足以支撑农业监
测， 要么是卫星数据获取的周期太
长， 致使农业方面在高分辨率卫星
遥感图像的数据需求与实际可利用
的图像数据之间存在一个不小的鸿
沟。

高分一号的研制和应用， 将在
我国农情遥感监测水平和技术能力
的提高、农情遥感监测范围的拓展、

农业遥感监测信息安全建设等方面
发挥巨大作用。

环境监测
高分一号的高分辨率图像产品将

利用到开展大型水体水环境、 区域环
境空气、宏观生态环境、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与环境灾害、核安全、生物多样性
等遥感监测业务应用工作， 进一步提
高我国环境监测和保护的能力。

助力减灾救灾
芦山地震再次牵动国人的心。灾

难面前，航天力量齐上阵：资源三号、
资源一号02C等卫星共同出力， 将拍
摄的震前灾后影像及时提供给相关部
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又一次为救灾
部队和受灾群众搭起了生命线……即
便如此，在大灾大难的严酷考验面前，
卫星对于灾情监测的精确度和及时度
方面的欠缺仍显不足。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
家，但同时灾害监测手段相对落后。
高分一号对于减灾救灾最大的优势
就是精确性和及时性。 它将为我国
综合减灾救灾提供快速、 准确的辅
助决策信息示范， 加强地方减灾救
灾的业务化、专业化能力，从而整体
提高国家灾害管理的科学决策水
平。同时，它还将大大提高我国服务
国际特别是非洲等欠发达地区重大
自然灾害应急工作的能力， 从而有
力提升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在国
际空间技术减灾工作中的地位。

此外， 高分一号还将广泛应用
到电子政务应用业务、 主体功能区
规划、城乡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与建设、国家统计遥感业务、森林资
源和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 海洋环
境监测、 测绘遥感、 应急响应等方
面，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高分一号”发射成功航天发射迎开门红

图为4月26日，“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点火发射。 新华社发

“高分一号”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展望高分一号卫星应用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

李克强说，中法关系具有全面性、
战略性和创新性， 两国在很多方面都
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共同主张，发
展中法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习近平主席同你进行了成果丰硕的会
谈，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明年双方将迎
来建交50周年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10周年，希望着眼长远，深化合
作， 推动两国关系在下一个10年、50
年取得更大成就。

李克强指出， 中法经济互补性很
强，合作空间巨大。要把潜力转化为更
多现实成果，关键是增强共赢思维、创
新合作方式。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把双

方贸易和投资的大门打得更开， 拓展
合作领域，不仅深耕两国市场，推动双
方贸易动态平衡， 更要着眼开拓国际
市场，提升竞争力。发挥地方合作积极
性，创造公平、便利的条件，把千千万
万企业合作的“微动力”汇聚成中法合
作的大潮流。

李克强表示， 中方希望看到一个
团结、繁荣、稳定的欧洲，将继续支持
欧洲应对主权债务问题。

奥朗德表示法中关系很好， 两国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世界需要中国，
也需要法国， 两国应共同致力于推进
全球治理，应对各种挑战。法中、欧中
经济相互依存， 法方愿与中方深化和
拓展多领域合作，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
主义，实现互利双赢。

李克强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强调

增强共赢思维 创新合作方式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此间答记者问时
表示，中方不接受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所
提仲裁， 坚持按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有关精神，通过
双边谈判解决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

有记者问，应菲律宾方面要求，中
菲南海争议仲裁庭日前组成， 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答，2013年1月22日，菲律
宾向中方提交了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
仲裁的照会及通知。2月19日，中方声
明不接受菲方所提仲裁， 并将菲方照
会及所附通知退回。 中方的上述立场
不会改变。

华春莹指出，20世纪70年代起，
菲律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
则， 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
岛礁，包括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
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和司
令礁。 中方一向坚决反对菲方的非法
侵占， 郑重重申要求菲方从中国岛礁
上撤走一切人员和设施。

华春莹说，菲方在通知中声称“不
要求对双方均主张的岛礁的主权归属
进行判定”。1月22日菲方又公开表示，

提起仲裁的目的是使菲中南海争端“获
得一个持久的解决”。 这本身就是自相
矛盾的。而且，菲方以其对中国岛礁的
非法侵占作为提起仲裁的基础，歪曲了
中菲争端的基本事实。菲方企图以此否
定中国的领土主权，使其非法侵占中国
岛礁的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菲方谋
求这种所谓“持久的解决”企图及其手
段，是中方绝对不会接受的。

华春莹表示，按照国际法，特别是
海洋法中的“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
确定领土归属是海洋划界的前提和基
础。 菲方提出的仲裁事项实质上是两
国在南海部分海域的海洋划界问题，
这必然涉及相关岛礁主权归属， 而领
土主权问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因此，在中菲岛礁
争端悬而未决的情况下， 菲方提出的
仲裁事项不应适用《公约》规定的强制
争端解决程序。 更何况中国政府于
2006年已经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
定提交了声明， 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争
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之外。因此，菲方的仲裁主张明
显不成立。 中方拒绝接受菲方的仲裁
要求，有充分的国际法根据。

中方不接受菲就南海问题所提仲裁
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

朝鲜26日拒绝韩国前一天提出
的就开城工业园区事宜举行正式对
话，表示朝方可能会首先采取“重大举
措”。 面对朝方表态，韩方决定从这一
工业园区撤出全部175名留守人员。

朝发声明
朝鲜国防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

说， 韩方提议是那些把朝韩关系推
入战争状态之人的想法，“对朝鲜下
最后通牒并警告会有严重后果只会
导致（韩国）最终毁灭”。

朝鲜中央电视台和平壤电台援
引声明报道：“如果韩方坚持让开城
工业园区事态恶化， 平壤将首先采
取强硬和决定性行动”。

25日， 韩国提议与朝方举行政
府级别对话， 以化解开城工业园区
僵局， 警告如果朝方26日中午前不
回应，将采取“重大举措”。

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前几小
时，韩国统一部说，截至当天中午时分
最后期限，韩方没有收到朝方答复。

朝方在声明中说， 如果韩方担
忧留守开城工业园区人员的安全，
可“自由”撤回他们，“对于想要离开
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 我方当局确
保所有相关安全事宜”。

韩方撤人
26日下午， 韩国总统朴槿惠召

集外交和安全部门决策者开会，讨
论开城工业园区议题。

朴槿惠在会议开始时说， 朝方持
续关闭园区令韩方企业和人员遭受重
创和影响，“我们为让园区恢复正常运
转付出许多努力， 提议正式对话……
我们要求（向园区）送去食品和药品等
人道物资，同样遭朝方拒绝”。

当天晚些时候， 韩国统一部长
官柳吉在告诉媒体记者， 韩方将撤
出工业园区剩余人员，“由于朝方的
不当行为， 我们仍留在园区的人员
正面临更大困难， 政府不得不作出
这一必然决定， 把所有剩余人员撤
回国以保障他们安全”。

企业“坚守”
就 一 些

媒体报道政
府 25日在提
议对话前没
有与开城工
业园区的韩
方企业通气、
招致企业不
满，韩国统一

部发言人金炯锡26日早些时候回
应， 政府与企业站在同一阵线。“政
府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为了帮助企
业， 决策者仍承诺维持和进一步发
展（开城工业园区）这一合作项目。”

然而，一些韩国企业誓言，无论
政府试图采取何种举措， 他们将留
在工业园区、保护他们的投资。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韩从开城工业园区撤离全部人员
朝称可能会首先采取“重大举措”

4月26日，在韩国京畿道靠近南北军事分界线的边境城市坡州，车辆经
过一处军方检查站，行驶在通往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道路上。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根据国
家海洋局网站消息， 2013年4月26

日， 中国海监51、 23、 46船编队继
续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我海监编队继续巡航钓鱼岛领海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5日电 美
国白宫一名官员25日表示，在掌握有
关叙利亚政府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化学
武器的“可信和确凿事实”之前，美方
不会采取行动。

这名官员通过电话对媒体记者
说，目前需要更多事实支撑相关情报评
估。他说：“鉴于涉及的风险、局势的严
重性以及我们自身最近获取的教训，情
报评估本身并不足够（促使采取行动）。
只有给我们提供某种程度确信和确凿
的事实才能指导我们作出决策。”

这名官员称， 一旦确定叙利亚政
府逾越了“红线”，美方将与盟友展开
密切磋商以确定如何采取最佳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表示，中方坚决
反对使用化学武器， 也不赞成对任何
国家实施武力干预。

华春莹说， 使用化学武器有违国
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准则， 无论
谁使用，中方都坚决反对，这一立场是
一贯和明确的。 中方不赞成对任何国
家实施武力干预， 这一立场也是一贯
和明确的。

掌握叙政府
使用化学武器确凿证据前

美方：不会采取行动
中方：反对武力干预

■农村老旧渡船更新，中
央财政最高单船奖15万元

■日政府通过海洋基本计
划，加强日周边海域警戒监视

■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
曾计划在纽约时报广场引爆
炸弹

■孟加拉国大楼倒塌死
亡人数升至304人

■俄精神病院火灾确认
38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王亮）自
认是双百分达人，就来试试身手吧。第
八届姚记扑克大赛湖南赛区比赛今天
在长沙开牌， 比赛以双百分为竞赛项
目，共有120名选手参与了角逐。

今天在长沙进行的比赛是本次大
赛湖南赛区首站比赛，120名选手分成
30桌展开智力比拼。据了解，整个湖南
赛区的比赛将进行至10月份，最终的优
胜选手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王亮）国家体育总局近日
传出消息，中国男篮新一任主帅已经确定，希腊名帅
扬纳基斯从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将率领中国
男篮向2016年奥运会发起冲击。

据了解，中国篮协和扬纳基斯签署了3年的合同，
扬纳基斯的主要任务是带领男篮征战2014年的男篮
世锦赛和2016年的奥运会。2013年他将迎来“小考”
亚锦赛，争夺明年的世锦赛资格。另据透露，新一届的
男篮国家队将在5月初组建。

54岁的扬纳基斯是希腊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
之一，退役后他转型教练，同样取得了成功，曾率领希腊
队获得2005年欧锦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扬纳基斯分
别于2006年和2008年两次率领希腊队战胜中国队。

双百分达人，
来姚记扑克大赛试身手

希腊名帅将执掌中国男篮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4 月 26日

第 201310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032 1000 203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3336 160 533760

1 76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495729
0 222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30
1145
11900

9
20
343

216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0192
139058

458
329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4月26日 第201304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4 0713 17 18 19 23 24

据新华社台北4月26日电 在陈
德铭26日上午被推举为海协会新任
会长后，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致
函陈德铭表达祝贺。

贺函说， 两岸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 希望两会在
既有良好基础上，加速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在内的ECFA（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及协议的签署，

同时推动扩大、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领
域，造就两岸人民福祉，让更多人享受
两岸和平红利。

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马绍章
当天在接受新华社驻台记者电话采访
时作上述披露。 他说， 贺函也肯定
2008年以来，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
上重启制度性商谈，至今共举行8次会
谈、签署18项协议，成效卓著。

海基会致函祝贺

陈德铭出任海协会会长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26
日从农业部获悉，截至目前各地没有从
家禽养殖场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
也未发现猪感染该病毒，已经发现的46
份H7N9禽流感病毒阳性样本来自活
禽经营市场、野鸽及信鸽养殖户。

截至26日，各省和国家禽流感参考
实验室共检测了68060份病原学样品，
发现46份H7N9禽流感病毒阳性， 阳性
率为0.07%。其中，44份来自上海、安徽、
浙江、江苏和河南5省（市）的14个活禽
经营市场（点）的家禽和环境样品；另外
2份阳性样品，1份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
野鸽样品，1份来自江苏省南通市海安
县信鸽养殖户。其余样品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福州4月26日电 福建省
卫生厅26日通报称， 福建省确诊1例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该病例为福建
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南京4月26日电 江苏
省卫生厅26日通报， 江苏1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患者出院，新确诊2例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另有1例疑似
病例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杭州4月26日电 浙江
省卫生厅26日通报，截至当日26日15
时，浙江省新增1例人感染H7N9禽流
感病例。

至此，浙江共发现确诊患者45例，
6例经医治无效死亡，2例已治愈出院。

据新华社台北4月26日电 据台湾
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负责人向媒体披
露， 台湾首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
前正在该院负压隔离加护病房抢救中，
持续使用体外心肺维生系统“叶克膜
（ECMO）”和高剂量抗病毒药物。患者虽
病情严重但还算稳定，院方正全力救治。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当天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5日8时至26
日8时， 共接获13例疑似病例通报，其
中 2例检验中， 其余已排除感染
H7N9。

家禽养殖场未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
■福建确诊首例病例
■台湾新发现13例疑似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法国
皮诺家族26日在北京宣布，将向中方
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
和兔首。

此次捐赠的鼠首、兔首，为北京圆
明园流失的十二生肖青铜像中的两
件。2009年， 这两件兽首曾在法国巴
黎被拍卖， 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谴

责，中方也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皮诺家族从文物原持有人手中买

下了这两件兽首， 并向中方表明无偿
捐赠的意愿。 中方对此举予以积极评
价， 认为这一意愿符合有关文化遗产
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精神， 是对中国
人民的友好表示， 也有利于更多中国
流失境外文物的回归。

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将“回家”
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