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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 101 架机停靠在
位于中国商飞公司祝桥基地的试飞中心内。这是我国
自主设计研制、具有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客机，将于
5月5日完成首飞。

5月 4日上午，C919的总设计师吴光辉还在基地
的机库内忙碌着，首飞的日子就要到了，作为总设计
师，吴光辉的心情既激动又平和。

“首飞是一款新型飞机研制的重要节点，我作为
设计师十分激动，但同时我又要不断提醒自己要冷静
下来，多想一想，首飞中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吴光
辉说，“整体而言，我们的试飞员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前期的滑行试验也比预想得好。”

走进机舱内，吴光辉向记者介绍了 C919 的设计
由来与技术突破。作为总设计师，C919 大到外形构
造，小到系统接口，都深深刻画在自己的头脑中。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设计，对于一架飞机意味着什么？吴光辉告
诉记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针对飞机整体设计
来说的。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根据市场需求，
设定设计方案。“我国已经有了新支线客机 ARJ21，
原本我想设计更大的飞机，但经过市场调研，150座
级的客机是市场上的主流机型，市场前景最好，因
此，我们以首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了这个
机型。”

第二，零部件供应需符合设计方案。C919 的供
应商来自全球，其中不乏同样为空客和波音的供应
商，而需要什么样的零部件，对其有怎样的技术要

求，这是由中国商飞决定的。“供应商可以来自于全
球，但零部件的供应需符合飞机设计的要求，这体现
出我们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吴光辉说。

第三，系统集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架大型客机
是复杂的系统集成工程，不同的系统集成在一起需要
满足哪些要求，这一控制方案掌握在设计团队手中。

“中国商飞的知识产权也体现在对系统之间的集成控
制上。C919 飞机上有几百万个接口，这关系到液
压、航电等多系统之间的关联，绝不是简单的拼接，
如何关联，就取决于飞机的设计方案。”吴光辉说。

攻克102项关键技术

飞机设计研制是一项科技攻坚的大型工程，为此
中国商飞公司团队实现了102项关键技术攻关，主要

涉及气动技术、新材料、强度设计等方面。
吴光辉说：“C919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

破，比如超临界机翼的设计。飞机设计，气动先行，
机头、后体的设计也关系到飞机阻力的减小，但机翼
的设计决定了飞机的性能，是最为关键的。我们第一
次自主设计超临界机翼，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此外，新材料的应用是C919的一大亮点。“C919
是第一次大范围地采用铝锂合金的机型，我们为此经
过了 10 年的探索，铝锂合金的供应商是按照我们的
要求改善了材料的特性，使之能够更好地适用于
C919飞机。”吴光辉说。

满足中国任何点到点飞行

飞机的性能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在实际的飞行试
验中进行检验。首飞完成后，C919 将进入适航取证
阶段，接受各项飞机适航的测试考验，为敲开市场大
门做准备。

吴光辉说：“C919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以一种
正确的模式，推出的一款高水准的产品。C919 首先
是要满足我们国内的航空运输需要，因为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民航市场，飞机需求最多。立足国内市场，面
向全球市场，这是我对 C919 的定位。从设计航程
看，C919可以满足中国任何点到点的飞行。”

吴光辉参与过我国多款主要机型的设计工作，而
他认为，C919 是最先进的，相信也会是最成功的。

“我希望，也期待着，C919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希
望它能够成为一款明星飞机。”

（新华社上海5月4日电 记者贾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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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高敬） 环境保护部4日
公布了 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
一季度，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接到环保举报88131件。其中
超过半数为涉及大气污染的举报。在各地环保部门受理的
81090件举报中，已办结63305件，其余仍在办理中。

从不同区域看，大气污染举报所占比重均为首位，但
各个地区存在差异。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举报中，烟尘/粉
尘污染的比例突出，主要反映供热采暖锅炉烟粉尘排放和
钢铁企业废气排放。华南地区公众对恶臭/异味的举报高于
其他地区。华东地区公众对工业废气污染举报比例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

全国首季环保举报8.8万件

4月28日，工人在进行C919驾驶舱风挡装配操
作。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5 月 4 日，2017“相约北
京”第四届拉美艺术季之“美
美与共——拉美当代艺术
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
馆开幕。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 74
件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艺
术家的绘画、摄影和装置作
品，全方位呈现拉丁美洲的
当代艺术和风土人情。据
悉，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10
日。

图为参观者在欣赏展出
的绘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5 月 1 日上午，全国海洋伏季休
渔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会在浙江宁波主
会场和辽宁大连、海南三亚两个分会
场同步举行。这标志着休渔时间更
长、被纳入休渔范围的渔船更多、监
管力度更大的海洋伏季休渔新制度首
次开始实施。

三大海区同步休渔

5 月 1 日上午，海南省临高县各
大渔港码头内，渔民忙着赶在休渔前
搬运最后一船鱼上岸，周围不少鱼商
及民众也赶来购买海鲜，渔港码头一
片热闹的交易景象。原来，5 月 1 日
12 时开始，我国三大海区同时进入
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市民们
赶在伏季休渔之前购买最后一批新鲜
打捞的海产品。12 时过后，临高各
大渔港内机声隆隆，一艘艘渔船缓缓
进港，有序排成整齐的队形，进入休
渔状态。

此次休渔是我国休渔制度实施
22 年以来休渔时间最长的一次，被
称为“最严休渔期”。临高一位王姓
船老大介绍，渔民们早在几天前就对
船只进行了安全检查，还打扫了卫
生，封存了网具。“休渔期间的准备
工作已经做好了，平时出海时间多，
现在正好可以好好放松放松，有机会
也去外地旅游。”王大哥说。

和临高渔港一样，全国三大海区
的渔港都开始休养生息。在福建石狮
祥芝国家中心渔港，可以看到集体回
港的渔船整齐停靠在码头边，渔民们
按照规定将渔网渔具装卸上岸；浙江
象山石浦渔港是全国四大渔港之一，
现在 2000 多艘渔船已经停靠在了渔
港内；在广东十大渔港之一的海门
港，可以看到出海捕鱼的500余艘拖
网、刺网等各类渔船已归港休整，休
渔通告也被张贴在渔港码头比较显眼
的位置。

伏季休渔制度调整

此前的休渔作业类型各海区尚不
统一，休渔起止时间在不同海域甚至同
一海域的不同区域相差很大，在不同的
作业方式之间也不尽相同。渔船跨区作
业、多重刺网冒充单层刺网、桁杆拖虾
先开渔却实际从事拖网作业等违规行
为难防、难管、屡禁不止。农业部渔业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休渔期间执法困难，
渔业资源保护的效果也受到影响。

今年初，农业部对海洋伏季休渔
制度进行了第 14 次调整。新休渔制
度休渔类型更广，首次将南海的单层
刺网纳入休渔范围，即在我国北纬
12 度以北的四大海区除钓具外的所
有作业类型均要休渔；并且首次要求
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

步休渔。同时，休渔时间更长。总体
上各海区休渔结束时间保持相对稳
定，休渔开始时间向前移半个月到1
个月，总休渔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
各类作业方式休渔时间均有所延长，
最少休渔3个月。专业人士认为，这
种调整，不仅是对一项制度具体内容
的调整完善，更多的是体现了发展理
念和发展思路的调整完善。

农业部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可以相对有效地
保护海洋生物的产卵群体和幼生群
体，增加补充群体数量，使主要海洋
渔业资源品种得到普遍养护，并有利
于资源群落结构的改善。

严打违规出海作业

为确保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有序实
施，全国海警、渔政部门在伏休期间
的执法行动中将密切协作配合，根据
各海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海警、渔政
力量统筹和行动协调，做到科学部
署、周密布控，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集团性违规、
暴力抗法、跨海区违规作业等行为。同
时加大涉渔“三无”船舶打击力度，加
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涉渔刑事案件
的侦办力度，形成高压震慑态势，保障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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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4日电 （记者严冰） 国家林业局今天透
露，5 月 2 日 12 时 15 分发生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毕拉河林业
局北大河林场的森林火灾，经过两天的全力扑救，特别是
抓住夜间气温下降、风力减弱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
扑火，扑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到 4 日下午，火场总体可
控，南部火线基本稳定，北部还有火线，正在全力合围。

据了解，截至 4日 16时，火场已集结兵力总数约 9430
人，其中，武警森林部队官兵3290人，现场扑救人员增加
到 5300 人。4 日上午，天气对扑火极端不利，火场平均风
力 4-5 级，瞬间风力达 7－8 级。因风力大，能见度很低，
飞机无法起飞实施火场侦察、机降运兵和吊桶作业，前线
指挥部依靠地面徒步推进和坦克运兵的方式进行兵力调度。

大兴安岭火场总体可控

5 月 4 日，随着第一艘俄籍轮船停泊黑龙江省黑河口
岸，中俄界江流冰期气垫船运输圆满结束，明水期客轮运
输拉开帷幕。为此，武警黑河边防检查站、海关、检验检
疫局等口岸联检单位多措并举，保障口岸顺畅通关。据了
解，当天，中俄双方投入客轮5艘，运输旅客2000余人次。

图为俄罗斯客轮驶向黑河口岸。刘 松摄 （人民视觉）

中俄界江重启明水期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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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在
回应朝中社有关言论时指出，在对待半岛无核化问题和发展中朝关
系上，中方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中国
对朝鲜制裁施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的。中方在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方面的立场也是一贯、明确的。

他表示，多年来，中方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按照事情是
非曲直，判断和处理有关问题。“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半岛无
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我们希望
其他有关各方也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为地区和平稳定，为本地
区人民的共同福祉发挥应有作用。”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表
示，美国国会有关委员会举行的涉港问题听证会，是对包括香港事
务在内的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3日，美“国会与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行了题为“主权回归20周年，香港模式能
否持续？”的听证会，对香港回归20年来落实“一国两制”的情况提
出指责。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说，美国会有关听证会是对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
的公然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回归 20 年
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所公认的客观事实。

“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在涉华问题上一贯戴着有色眼镜，充满偏
见。”他说，该委员会搞所谓的涉港听证会，称香港“一国两制”受
到侵蚀，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受到威胁，这完全是无视客观事实，
是别有用心的。

耿爽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个别人勾结
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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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4日电（记者赵贝佳） 今年北方最强沙尘
来袭。5 月 4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
警，称未来三天北方地区仍有大风沙尘天气，并伴有降温。

5月3日以来，我国北方地区10余省份遭遇今年以来最强沙
尘天气过程。其中，内蒙古局地PM10 峰值浓度超过2000微克/
立方米，北京局地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内蒙古及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出现5—7级风，阵风达8—9级。

沙尘首先发生在内蒙古西部地区。4日上午，伴随冷空
气往东移动，京津冀地区出现浮尘、扬沙沙尘天气。目
前，沙尘足迹已遍布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
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内
的10余省 （区、市），影响面积达163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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