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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4月20日电（记者刘
茁卉、王新明）4月16日至20日，中国
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
贵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贵州省出
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在贵州参选的中
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
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20 日 上 午 ， 大 会 举 行 正 式 选
举。当大会宣布习近平同志在选举
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
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前，贵州正处于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的关键时期。“带着对贫困
地区群众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参选，这是对贵州各级党组织
的极大信任，是全省广大党员的巨
大光荣，是对贵州各族人民的亲切
关怀，是对贵州脱贫攻坚的巨大激
励。”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到贵州参选，展现了党中央新
的作风形象，树立了良好导向，对
于进一步密切联系党员群众，加强
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推
动实施脱贫攻坚等重大国家发展战
略，具有重大意义。

代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是730多名省党
代会代表的共同意愿，代表了全省170
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声，充分体现了
4000多万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衷心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贵州省党代会代表、贵阳市白
云区第三中学教师刘芳说：“听到总
书记全票当选的消息，我非常激
动，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我
是一个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
我的心能感受到总书记对贫困地区
的关心、关怀。作为一名普通农村
教师，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
心、用情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基层党
员，我们有信心把贫困搬下山、把
幸福带上山。用我们的努力把总书
记的关心、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惠民
政策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
福生活。”省党代会代表、钟山区大
湾镇海噶村第一书记杨波说。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到贵州参选并全票当选的消
息带回去，告诉广大党员、群众，
把总书记的关心和激励转化为干事
创业、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凝心
聚力，实干苦干，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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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19时41分，搭载着中国首艘太空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准时点火升空，约 596 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成的空间
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验。此次任务是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的收官之战，标志着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胜利完成“三步走”（载人飞行阶段、空间实
验室阶段和空间站阶段） 战略中的“第二步”任务，意
味着我国即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零窗口”送“快递小哥”入轨

天舟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被人们
形象地称为太空“快递小哥”。它采用两舱构型，由货
物舱和推进舱组成，总长 10.6 米，舱体最大直径 3.35
米，太阳帆板展开后最大宽度 14.9 米，起飞重量约 13
吨，是目前中国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航天器。

“天舟一号块头虽大，却有一颗细腻的‘心’。”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载人航天器
总体研究室副主任张健说，天舟一号的货架采用基于蜂
窝板、碳纤维立梁的梁板结构，让其整体结构变得又轻
又强壮。据悉，天舟一号的物资上行能力约6吨，推进
剂补加能力约为2吨，具备独立飞行3个月的能力。

本次发射首次采取“零窗口”发射模式，按照预先
计算好的发射时间——20 日 19 时 41 分，让火箭准时点
火升空。

负责此次运送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也不简
单，它是为中国空间站工程发射货运飞船研制的新一代
中型运载火箭，采用绿色环保的液氧煤油推进剂。这是它
首次成功将天舟飞船送入预定轨道。2016年6月25日，长
征七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

将开展3次对接3次“加油”

天舟一号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天宫二号“送货”，
开展俗称“太空加油”的推进剂补加实验。期间，天舟

一号将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先后进行3次自主交会对
接、3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突破和掌握推进剂在轨补
加等关键技术。在天舟一号之前，掌握了在轨推进剂补
加技术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美国，其中，实现在轨加注
应用的只有俄罗斯。

按计划，天舟一号入轨两天后，将与天宫二号进行
首次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然后进行推进剂补加实
验。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雷剑说，
此次“太空加油”采用无增压气体损耗的气体回用法，
通过两个航天器的燃料储箱之间产生的压力差，将推进
剂从天舟一号自动输送到天宫二号上。这种方法的气体
资源利用率高但过程复杂，分为29个步骤，每步都需要
精细控制，整个补加过程要持续几天。

首次补加推进剂之后，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组合体
会进行约两个月的在轨飞行。随后，天舟一号飞船撤离
天宫二号，从另一侧与天宫二号进行绕飞交会对接，并
进行推进剂补加。在完成绕飞实验后，天舟一号将与天
宫二号再次分离，两个飞行器独立飞行 3 个月。在这 3
个月的末期，两个航天器将用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实现
最后一次对接，验证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并进行推
进剂补加。在天舟一号之前，中国掌握的交会对接技术
需耗时两天左右。

进行13项太空实验

鉴于未来天舟飞船要承担为中国空间站输送物资的
任务，天舟一号此次还携带了40台科学实验设备，将进
行新型元器件在轨验证，空间环境探测、力学环境测
量、生命科学方面等13项太空试验。

完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受控离轨，陨落至预
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拓展试验和应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9月21日立项以来，25
年间始终按“三步走”战略分步推动实施。当前，空间
站研制建设阶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国计划在2022
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组装建造。天舟一号首次发射任务
取得成功，将对后续运送空间站核心舱、实验舱等任务
起到重要作用。

天舟一号发射成功天舟一号发射成功 将对天宫将对天宫““太空加油太空加油””

中国首中国首单单““太空快递太空快递””发出发出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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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中欧第七轮高级别战略对话在
北京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欧盟委员会副主
席、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共同主
持会议，双方就广泛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并释放出加强合作的重要信号。

对中欧双方来说，全面深化合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前所未有。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
虑：

一是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
的需要。目前，世界经济出现较快增长态势，
中、欧2017年均开局良好，形势喜人。但世界
经济仍较为脆弱，风险较大。民粹主义、保护
主义、地区动荡和危机等，仍可能重创世界经
济发展。中、欧都是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体，
双方的稳定发展及合作，对于维护、改进当前
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至关重要。中欧均面
临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重大任务，世界经济的

稳定、繁荣，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二是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的需要。世界局势不确定性前所未有，新问
题、新危机层出不穷。欧盟近年来深受债务问
题、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困扰，迫切需要加强
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由于自身实力和影
响力有限，欧盟无法单独推动全球治理发展。
中国积极主张改善全球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与欧盟共同语言增多。中欧双方均
日益视彼此为推进全球治理议程的同行者和可
靠的合作伙伴。

三是发展战略对接的需要。中欧双方当前
主要任务均是推进各自经济增长、社会包容、
可持续发展，双方也已建立起发展战略的对接
平台，特别是就“一带一路”对接欧洲投资计
划达成共识。欧盟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
略关注度日益提升。欧盟寻求加强“欧洲战略
投资基金”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英国试
图将“英格兰北部经济带”纳入“一带一路”
视野；中东欧诸国敞开中国入欧的门户。欧盟

还看好人民币国际化及中国金融业开放机遇。
这些都表明，欧盟正将其未来发展越来越多
寄望于与中国合作。欧洲正成为“一带一
路”倡议和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支持并积极
参与中方定于 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

四是深化安全合作的需要。中欧均面临
恐怖主义、周边紧张甚至动荡等较大安全威
胁，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前所未
有。

总之，全球新形势对中欧合作提出了新要
求，全面深化和拓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既有利
于中欧各自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稳定。正如杨
洁篪所说，中欧深化合作，事关双方共同利
益，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意
义。

当然，中欧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关于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的问题，欧
盟如不能遵守世贸规则，将损害其重视国际规
则的形象，不利于中欧关系发展，也将极大伤
害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当前，中欧关系的紧密度已前所未有，彼
此之间有问题、有分歧很正常。只要双方秉持
理性、务实、非政治化态度，就一定可以找到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毕竟中欧之间并不
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中欧第七轮高级别
战略对话成果显著，这是因为双方都有加强合
作、化解分歧的强烈意愿。可以说，中欧深化
合作正当时，相信中欧关系明天会更好。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
所长）

中欧深化合作正当时
■ 张 健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据新华社利雅得4月20日电（记者
王波） 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和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科技
城联合举办的北斗导航系统研讨会18日

至1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这是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大规模走进对导航
产品和应用有巨大需求的沙特市场。

会议期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北斗星通、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
院等国内卫星导航领域骨干企业，与沙
特相关行业用户和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
互动交流，展示了北斗芯片模块、高精
度板卡、接收机等最新产品，现场演示
了车联网、精准农业、智慧旅游等各类
应用案例，并就北斗应用和沙方相关单
位进行了多场专题对接，达成多项共识。

北斗导航系统走进沙特市场

4 月 20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全国各地抢抓农
时，开展春耕春种，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图为河
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阳二村农民用农机平整土地。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谷雨时节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