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日发表的 《2016中国的航天》
白皮书指出， 我国将面向重大科技前沿， 遴选并启动实施
一批新的空间科学卫星项目，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科学
卫星系列， 在空间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发现和突破。

实施新的空间科学卫星项目

� � � �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空间
实验室飞行任务”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一代代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我国
已昂首屹立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 此次
白皮书中， 航天强国发展愿景首次被提
及，并从创新发展能力、科学探索能力、
经济社会服务能力、 国际交流与合作能
力等方面做了阐述。

吴艳华指出，面向未来，我国提出

航天强国发展路线图， 计划用15年时
间，建成先进开放的航天工业体系和空
间基础设施，到2030年左右跻身航天强
国之列。据悉，我国首部航天法已进入
全面论证起草阶段。李国平表示，目前
已完成共计49条的航天法条文草案的
编写，正按计划推进相关工作。中国作
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始终坚持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

备竞赛，维护一个和平、清洁的外层空
间，与国际社会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

正如白皮书所言，未来五年及今后
一个时期， 中国将坚持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
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21 时事聚焦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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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航天大国“强气质”
———航天白皮书定位发展新坐标

� � � �白皮书显示，2011年至今，中国航天
事业持续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进入空间能力大幅提升。今年，新一代
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相继首飞
成功，使我国火箭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

近五年，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完
成86次发射任务，将100多个航天器成
功送入预定轨道 ， 发射成功率达

97.67%， 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和高密度
发射能力持续增强。

据悉， 今年我国全年发射次数将首
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国家航天局
副局长吴艳华表示， 中国航天创建60年
来，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
球探测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

随着未来我国对重型火箭、 无毒无
污染中型火箭、低成本运输火箭等关键

技术的不断攻关， 我国探索浩瀚宇宙
的脚步将越发轻快。

中国通过实施航天重大工程， 带动
了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创新发展， 促进
了国家科技整体进步。据统计，近年来中
国开发使用的1100多种新材料中，80%
是在航天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北
京奥运会火炬点火技术、 煤化工核心装
备气化炉技术等都源于航天科学技术。

� � � �白皮书指出，2011年以来， 载人航
天、月球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重大工程建设顺利
推进，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领
域取得丰硕成果。

备受关注的“探月工程”未来还有
“大动作”。 在2017年底发射嫦娥五号
月球探测器， 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
返回。 纵观准备实施的月球采样返回
探测计划， 挑战与机遇并存。“嫦娥五
号” 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彭兢告诉
记者， 探月三期工程主要有四方面技

术难点： 第一是要在月球表面完成采
样， 第二是采样完成以后让飞行器从
月面起飞并携样品进入轨道， 第三是
有史以来首次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
交会对接， 第四是对接完成后把样品
转移到返回地球的飞行器上。

2018年前后将发射嫦娥四号月球探
测器， 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首次软
着陆；2020年左右， 将发射嫦娥六号等月
球探测器，实现从月球极区采样返回。

除继续实施已有航天重大专项，一批
新的航天重大工程也将启动，包括：以火

星探测为代表的深空探测工程，重点开展
火星探测、小行星探测等。同时，开展500
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10米直径大箭
体结构等关键技术攻关……未来10年
左右， 我国将实现低轨运载能力从25
吨级到100吨级的跨越。 吴艳华介绍，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拟命名为“长征九
号”，有望于2030年前后首飞。

此次发布的航天白皮书还指出，未
来小行星探测、 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
等方案都将进行深化论证和关键技术攻
关，并且适时启动。

《白皮书》信息树

� � � �白皮书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提升卫星系统水平和基础
产品能力，构建形成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定位
三大系统，建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形成连续稳定的业务服
务能力，促进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

建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 � � �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说， 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 建立比较完善的空间基础设
施。 未来10年， 我国将发射约100颗卫星来服务国民经
济。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左右，中国航天跻身世界航天
强国行列。

未来10年发射约100颗卫星

� � � � 2011年以来，我国已突破掌握载人天地往返、空间出
舱、空间交会对接、组合体运行、航天员中期驻留等载人航
天领域重大技术，载人航天重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未来五
年我国将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交会对接，突破和掌握货物运输和补给等
关键技术。

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新华社发

� � � �图为位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总装测试厂房中的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6月17日摄）。 新华社发

航天引领科技进步“重要引擎”年发射次数将跃居世界首位：

扬帆“火星行”，“嫦娥”再奔月“重大工程”接棒：

� � � �在航天活动的部署上， 白皮书特
别提到要优先安排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及应用。对此，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一
司司长李国平告诉记者， 空间基础设
施建设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 将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及
应用摆在优先位置， 表明中国发展航
天的目的是带动科技进步，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

2015年，我国提出构建由卫星遥感、
卫星通信广播、 卫星导航定位三大系统
构成的空间基础设施， 形成连续稳定的
业务服务能力，规划到2025年前后，研制
发射约100颗卫星。其实，遥感、通信、导
航卫星的应用早与你我生活密不可分。
利用风云气象卫星云图制作的天气预
报，每天近10亿人收看；通过通信广播卫
星， 大众能随时了解信息变化……那么

未来五年， 我国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要实
现怎样的“小目标”？

李国平解释，我国要实现对中国及周边
地区多尺度、近实时的高分辨率观测能力；发
展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满足人们在飞机、车
船上移动接收广电节目的需求；2020年前
后，完成35颗卫星发射组网，持续统筹推进北
斗地基、星基增强系统建设，为全球用户提供
更为可靠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百颗应用卫星“蓄势待发”地球卫星“为地球”：

2030年左右跻身航天强国之列“大目标不是梦”：

� � � �未来，中国人是否也可以定一个自己的航天“小目标”呢？或许在不久的
将来，去月球、火星甚至“行星穿越”都不是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日发表
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总结近年来令人瞩目的航天成就，定位了未来
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坐标。到2030年左右，我国将跻身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 � � �白皮书指出，将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政
府购买航天产品与服务机制。一方面将进一步明确政府
投资范围，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规范政府投资管理，
保持政府对航天活动经费支持的持续稳定。 另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航天
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

健全完善航天多元化投入体系

健全空间应用服务体系
� � � 白皮书指出，我国将健全空间应用服务体系，面向行业、区
域和公众服务，大力拓展空间信息综合应用，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和市场推广，提高空间应用规模化、业务化、产业化水平，服
务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 � � 白皮书指出，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反
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合理开发和利用空间资
源 ，切实保护空间环境 ，维护一个和平、清洁的外层空
间，使航天活动造福全人类。

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

� � � �白皮书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研制发射无毒无污染中
型运载火箭， 开展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
论证，启动重型运载火箭工程实施。

启动重型运载火箭工程

� � � � 未来五年，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在重点
领域广泛开展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根据白皮书，这些
重点领域包括：“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金砖国
家遥感卫星星座建设；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联合多任务小
卫星星座和大学生小卫星项目建设；月球、火星等深空
探测工程与技术合作；载人航天空间实验室、空间站建
设及应用；空间科学卫星、遥感卫星、有效载荷等工程研
制； 数据接收站、 通信关口站等地面基础设施建设等。

（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在重点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