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选手
获平昌冬奥首金

中国选手仍有差距
据新华社平昌2月10日电 平昌冬奥

会首金10日在越野滑雪赛场上诞生，瑞
典选手卡拉凭借最后3公里的强势表现，
摘得越野滑雪女子7.5公里+7.5公里双
追逐冠军。当日，冬季两项也产生了一块
金牌，德国的达赫梅尔夺得女子7.5公里
短距离冠军。 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与
世界强手还存在较大差距。

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要求运动员以
古典技术滑完7.5公里后，换上另一套雪
板， 用自由技术滑完剩余7.5公里路程。
北欧在该项目上尽显统治地位， 挪威37
岁老将比约根、 卡拉以及另一位挪威选
手温格在进入雪板更换区域时暂列前
三。进入最后3公里，卡拉突然发力，甩掉
其他争冠对手， 将领先身后的比约根的
时间差距扩大到5.5秒。卡拉此后越滑越
快，优势一度接近10秒，最终她以40分
44秒9率先滑过终点。

中国队共有两名运动员参加这个项
目的角逐，最终李馨排名第51，池春雪位
列第55，与世界强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池春雪赛后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得
到一次锻炼机会， 是她参加本届冬奥会
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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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兼备
守卫祖国空天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张
玉清 张汨汨）新春将至，空军连奏两曲

“强军战歌”———“苏-35战机飞赴南海
参加联合战斗巡航”和“歼-20隐身战斗
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的消息引发舆论
热议。军事专家、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
明志认为，两则消息体现的都是习近平
强军思想引领空军转型发展，展现的都
是维护新时代空天安全的有力支撑。10
日，他向记者解读了两则新闻背后的时
代含义。

记者：中国空军7日发布消息 ，空军
苏-35战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
巡航任务。 南海战巡增加苏-35战机，对
空军的作战能力有怎样的提升？

王明志：苏-35战斗机是一种典型的
三代增强型多用途战斗机， 它的突出特
点是航程远、作战半径大、机动性能好、
态势洞察以及信息作战能力强， 同时具
有很强的制空作战和对地、 对海目标突
击能力。在制空作战能力方面，苏-35战
机装备有多枚先进的中距空空导弹和近
距格斗导弹， 能够从视距外到近距对各
种空中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在对地对海
突击能力方面，苏-35战机具有很强的防
区外精确打击能力， 可以对地面目标以
及海上舰船进行远程打击。 空军南海战
巡力量中增加苏-35这种先进战机，能够
适应南海方向各种复杂的空中与海上形
势， 有效增强空军在南海方向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能力。

记者： 空军这次在南海方向进行联
合战巡，传递出什么信号？

王明志： 这次在南海方向进行的联
合战巡， 空军派出了苏-35先进战机参
加， 这既是空军年度战备训练计划的既
定安排， 也向外界传递出三个方面的重
要信息： 一是空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

任务、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
益的决心； 二是空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与海洋权益方面的能力有了新的提
升， 先进的装备有助于锻造提升新的能
力，我们不仅有决心，也有手段应对南海
方向的复杂态势； 三是空军将进一步加
强海上方向的实战化训练， 提高在海上
方向特别是远洋远海的实战能力。

记者：中国空军9日发布消息 ，中国
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开
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怎样理解“列装作
战部队”这一表述？

王明志：歼-20战机于2011年首飞。
交付空军后， 进行了一系列先期试装试
用，检验新一代隐身战机的能力，摸索新
装备运用特点，在“红剑”体系对抗演练
中融入空军作战体系， 验证和提高体系
作战能力， 形成新一代隐身战机作战运
用的战术、技术与程序，这一过程为新一
代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并尽快形

成战斗力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中国不
仅以比世界强国更短的周期研制出了具
有先进技术水平的隐身战机， 而且中国
空军也以比强国空军更快的速度将尖端
技术装备转换为强大战力，歼-20战机列
装空军作战部队， 表明空军在贯彻落实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要求方面迈
出了坚实步伐。

记者：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
战机歼-20列装空军作战部队，有什么重
大意义？

王明志：首先，它标志着空军显著提
升了应对新型空天安全威胁的能力。空
天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全局，歼-20飞机列
装空军作战部队， 改变了以非隐身飞机
和地面防空系统对抗隐身战机的态势，
有效应对隐身战机威胁的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

其次， 标志着空军主战航空装备体
系进一步充实完善。歼-20战机列装进一

步完善主战装备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四
代装备为骨干、三代装备为主体、信息装
备为支撑” 装备体系结构， 加速了空军
“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步伐。

第三， 标志着空军的常规威慑与实
战能力有明显提升。歼-20战机具有“先
对手发现、先对手攻击、先对手摧毁”的
优势，对非隐身战机可形成压倒性优势，
并具有抗衡隐身战机的能力， 从而对那
些威胁我国空天安全的现实与潜在对手
构成强大的空中威慑力与打击力。

歼-20和苏-35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强军思
想对空军转型发展的战略引领， 展示了
空军在新时代为维护国家空天安全提供
的战略支撑， 反映了空军实战化训练水
平的新高度， 也积极回应了全国人民对
国家空天安全的高度关切。 有人民空军
守卫祖国空天， 人民群众的春节一定能
够更加安宁祥和。

� � � �中国空军歼-20、歼-16飞行员集体宣誓（资料照片）。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金与正转交金正恩亲笔信
并邀请文在寅访朝

据新华社首尔2月10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朝鲜劳
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的特使，10日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关于改
善朝韩关系的亲笔信， 并转达了他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
头邀请。

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创造条件，实现访朝。他还说，为
实现南北关系发展，一定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话，望朝方能
积极与美国展开对话。

这是朝鲜自2014年派遣高级官员参加仁川亚运会闭
幕式以来，时隔3年多再次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访韩。朝鲜高
级别代表团将于11日返回朝鲜。

以军空袭叙境内目标
战机遭叙防空火力击落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10日说，为
回应来自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无人机进入以控制区， 以军当
天出动战机对叙境内多个军事设施进行空袭， 遭叙方地面
防空火力回击。叙利亚媒体则报道说，叙境内军事基地遭以
方两次空袭，叙防空部队随即予以还击并击中以数架战机。

以军说， 以空军一架F-16战机当天被叙防空火力击落，
机上两名飞行员被迫跳伞，已降落在以方控制的戈兰高地上。

香港一双层巴士侧翻
死亡人数升至19人

新华社香港2月10日电（记者 郜婕）根据香港警方消
息，10日在新界发生的双层巴士车祸死亡人数升至19人。

警方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有17男2女当场证实死亡，另
有多人受伤。

10日傍晚， 一辆872路双层巴士在新界大埔公路靠近
松仔园路段发生侧翻事故。

� � � �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10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从未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形式放弃2005年精确测定
的8844.43米珠穆朗玛峰顶岩石面海拔
高程数据。

中国从未放弃“8844.43米”

近日有国外媒体报道援引尼泊尔
登山协会前负责人的说法：中国已经放
弃珠峰8844米的海拔高度，认同尼泊尔
方面的8848米。

作为中国组织精确测定和受权公
布珠峰海拔高程的法定部门，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称， 中国从未放弃8844.43
米珠峰海拔高程。

“这一数据，经国务院授权、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规定的程序
公布，作为全国统一采用的珠峰岩石面
海拔高程标准数据一直采用至今。”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负责人说。

珠峰是世界最高峰，位于中国与尼
泊尔边境。精确测定珠峰高度是人类探
索、 认识地球运动规律的一个标志，也
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1975年，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会同军
测、登山队员，开展了首次珠峰海拔高
程精确测量 ， 测定珠峰海拔高程为
8848.13米。

精确测定为珠峰“净身高”

2005年，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在西
藏登山队配合下，再次开展了珠峰高程测
量，精确测定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
8844.43米，峰顶冰雪深度为3.50米。

2005年珠峰峰顶岩石面高程数据
与1975年测定的数据相比，变化了3.70
米。对此，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负
责人说，主要原因有三：一是2005年珠
峰高程测量采用了全球卫星定位测量
等先进测绘技术手段，显著提高了测量
精度；二是首次精确测定了峰顶冰雪层
厚度———珠峰峰顶冰雪层厚度会因气
候变化而变化，8844.43米是珠峰峰顶
岩石面海拔高程， 不含峰顶冰雪层厚
度，即珠峰的“净身高”；三是珠峰地区
1975年至2005年间地壳运动引起珠峰
高度的变化。

2005年珠峰岩石面海拔高程精确

测定后，按照相关规定，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会同原总参测绘局，商有关部门
后，经国务院授权，于2005年10月向国
内外公布，原1975年公布的珠峰高程数
据停止使用。

珠峰海拔具有严格法定性

“2005年珠峰岩石面海拔高程
8844.43米的精确测定和公布， 具有严
密的科学性、严格的法定性，作为全国
统一采用的标准数据一直采用至今，是
中国乃至世界测绘、地学、环境、气候变
化等研究的重要数据，对体现国家综合
国力和测绘科技水平、促进地球科学研
究等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对珠峰海拔高程变化保持着密切
关注和持续监测。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
权的部门公布新的珠峰海拔高程数据
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使用依法公布
的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 程 数 据
8844.43米。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中国放弃了8844.43米珠峰“身高”？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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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苏-35战巡南海”和“歼-20列装作战部队”时代含义� � � � 图为中国空军苏-35战机
战斗起飞（资料图片）。

花莲地震失联大陆游客
3人确认遇难
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5人

据新华社花莲2月10日电（记者 李慧颖 李凯）截至10
日17时， 花莲地震云门翠堤大楼最后失联的5名大陆游客
中，已有3人被寻获，均已遇难。地震已造成15人遇难。

10日11时49分、15时40分、16时58分，3名遇难者遗体
相继被搜救队员运出云门翠堤大楼现场， 送往殡仪馆。花
莲县消防局表示，3名遇难者为1名男性小孩、1名成年男
性、1名成年女性。

资料显示， 最后失联5名大陆游客为来自北京的一家
人，祖孙三代四大一小，入住云门翠堤大楼中的“漂亮生活”
旅店201房间。根据从地下室挖出的监视器显示，这5人6日
进入201房间后，直到地震发生也没能出来。在确定了受困
人员位置后，救援队开始向塌陷于地下的201房间挺进。9日
晚间到10日凌晨，救援队尝试从四楼垂直打穿楼板至二楼，
终于在10日上午进入201房间，先后发现了3名遇难者。

10日下午， 这5名游客的家属及陪同人员抵达桃园机
场，国航和桃园机场方面安排了绿色通道，协助快速通关，
一行人随即前往花莲。

截至10日20时， 花莲6.5级地震造成15人遇难、282人
受伤、2人仍失联，遇难者中7人为大陆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