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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改革强调统一规范

内设机构改革是 2018 年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次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设置。

改革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
机构包括办公厅 （新闻办公室），
第一至第十检察厅，法律政策研究
室，案件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
局，检务督察局 （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等。

张军指出，最高检内设机构改
革是一次重塑性变革，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一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二是突出专业导向，提升专业能
力，检察机关是专门机关，要有专
业思维。三是实行捕诉一体，优
质、高效完成检察刑事职能。四是
坚持统一规范，“以上率下”，统一
业务机构名称职能。

在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完成之
后，下一步地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
改革也将继续推进。童建明指出，
此次机构改革特别强调统一和规
范。要求下级检察院跟上级检察院
的主要业务机构设置原则上要对
应，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要统
一。地方检察机关的机构改革方案
已经印发，原则上要在今年3月底
前完成此项工作。

■ 民事行政检察厅一分三

本次改革将原有的民事行政检
察厅一分为三，分别是民事检察
厅、行政检察厅和公益诉讼检察
厅。这一举措意义何在？

张军介绍说，改革前，刑事检察
机构有4个，而负责民事行政公益检
察的机构只有一个，“重刑轻民”“重
刑事轻行政”的问题客观存在。过去
几年间，民事申诉案件大幅上升，远
超刑事申诉，行政申诉也有上升。
2017年6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
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职能，原民事行政检察厅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新时代对检察机关职权行使
的需求。为应对这一变化，此次改革
也将公益诉讼检察专门分立出来。

机构调整了，检察官的人数、能
力能够跟上吗？这将是最高检机构
改革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去年5月，
最高检设立了103人组成的民事行
政案件专家委员会，由经验丰富的
律师、退休法官、专家学者等担任委
员，为办案提供相关的咨询意见。张
军表示，去年 10 月份，最高检内网
上还增设了检答网，回应各级检察
机关每一名检察官提出的问题。运
行两个多月来，全国93%的检察官登
录加入检答网，问询问题有5000多
个，80%都在三两天内得到了答复。

■ 增设第九检察厅

此次改革，最高检增设第九检
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的检察工
作，此项变化也很受外界关注。

中国有近3亿的未成年人，未
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关系到亿万家庭
的幸福，也关系到祖国和民族的未
来。

童建明指出，对于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有两个特点：一是专业化
要求很高，刑事诉讼法要专门设有
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特殊程序。二
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对社会的支持
要求很高，比如对未成年人要进行
社会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
社会背景，还需要引进一些心理辅
导。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贯穿了
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加强对
未成年人保护，既有特殊的职责，
也有特殊的便利条件。设立专门的
机构，有利于集中运用好法律赋予
的特殊程序和特殊手段，也有利于
和社会组织加强沟通协调，动员社
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一起做好未成
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

童建明表示：“第九检察厅的
设立，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以此为新的
起点，努力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 哪些设备上月球？

“嫦娥四号原来是嫦娥三号的备份
星，三号成功后备份转正份，那么第二
次着陆要选择哪里？我们认为应该赋予
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多功能。从上世
纪 50 年代开始，发射到月球的探测器
和轨道器已经有 100多个，但都是对月
球正面的探测，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月球
探测器能够实现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因
此，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嫦娥四
号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总体方
案。”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伟仁解释了嫦娥四号任务的
由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
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说，嫦娥四号
任务实际上是“两器一星”，包括了着
陆器、巡视器和“鹊桥”中继星，其中
先期发射的中继星就是为了实现对地、
对月的中继通信，而巡视器更多地被人
们称为“月球车”。

■ 月背探测难在哪？

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与月球

自转的周期相同，所以月球总有一面背
对着地球，这一面被称为月球背面。正
因为背对地球，要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
陆，探测器与地球的测控通信和数据传
输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此外，月球
背面并不像正面那样平坦，着陆区的选
择及精准着陆也是难题。

在两位总设计师看来，嫦娥四号任
务的技术难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是地月 L2 点轨道的精确设计
与控制，要使中继星稳定运行在 L2 点
的轨道上。

其次是地月 L2 点远距离的数据中
继。“选择L2点有很多好处，但也有不
足之处，那就是距离月球 7.9 万公里、
距离地球 4万公里，遥远的距离让信号
衰减的问题更棘手。地月之间通信、探
测器的状态控制等，都要靠中继星来保
障，还要考虑到通信时间、测控时间的
延迟，因此，中继星的精准可靠至关重
要。”孙泽洲解释说。

第三是复杂地形的安全着陆。吴伟
仁打了个比方：“月球正面就相当于我
国的大平原，地势平坦；但背面就有点
像我国的西南山区，到处都是高山和撞
击坑，月背可供选择的着陆区范围只有
正面的 1/8。嫦娥三号着陆时可供选择

的区域范围长约 300 公里、宽约 90 公
里，而嫦娥四号只能在有限的相对大
的撞击坑里寻找相对平坦的位置作为
着陆区，选择范围长宽各十几公里。
此外，嫦娥三号当时是斜着降落的，
嫦娥四号如果也是斜着下来就要撞山
了。在复杂的地形下，嫦娥四号要近乎
垂直降落，着陆时间短、航程短，风险
确实比较大。”

■ 如何选择着陆点？

嫦娥四号的首选着陆地点，是位
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中部的
冯·卡门撞击坑。为什么选择这里？

孙泽洲解释说，月面不同纬度所面
临的热控和能源设计是相互约束、相对
矛盾的。如果降落到低纬度地区，光照
条件好、能源获得充足，但对于热控是
巨大的挑战；如果降落在高纬度地区，
热控压力大大减少，但太阳能获取又受
到影响。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嫦娥三号
按照中高纬度降落来进行设计，嫦娥四
号在月球背面着陆的纬度也确定在 40
度—50度的范围内。

此外，探测器与中继星 L2 点的通
信问题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如果探测
器仰角太低，势必更容易受到周围山地
的影响。我们希望探测器能够高仰角对
中继星通信，这样一来，经度也大致确
定了，大的区域范围就出现了。同时还
要选择相对大一些、平坦一些的撞击
坑，就确定了艾特肯盆地。”

艾特肯盆地是目前发现的太阳系
固体天体中最大最深的盆地，直径大
约 2500 公里，深度约 12 公里，90%的
面积都分布在月球背面。“盆地确定
后，还要筛选出有特点的撞击坑作为
着陆地点。同时考虑到备份窗口的问
题，选择的着陆点附近要有相邻的、
条件合适的撞击坑。如果头一天的发
射窗口没能如期发射，要在第二天发
射，那么就要选择相邻经度 13 度左右
的撞击坑作为备选着陆区。”孙泽洲表
示，综合上述因素，最终确定冯·卡门
和克雷地安撞击坑分别作为主选择和
备份着陆区。

落月成功后，孙泽洲表示，整个
过程完全按照预想进行，着陆非常平
稳，并且着陆位置就是最初设定的理

想着陆点。

■ 探测任务有哪些？

嫦娥四号软着陆之后开展的科学探
测，也将创造多个首次。

吴伟仁表示，嫦娥四号的成功落月，
表明我们具备了全月球到达的能力，基
本上可以到达月球任何一个地点。在科
学任务方面，嫦娥四号将进行月球背面
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
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
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
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
研究。

吴伟仁解释说：“着陆器、巡视器
将会考察着陆地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
造，我们会得到第一张月球地下的剖面
图，还会探测着陆地区的物质成分、月
壤组成等。与此同时，还将测出月球背
面的准确温度。 ”

据介绍，月球分为克里普岩地体、
斜长高地岩地体、艾特肯盆地地体，只
有艾特肯盆地地体没有被近距离巡视探
测，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而且月球背
面的岩石更加古老，如果能够获取其物
质成分信息，将有助于科学家了解月球
的化学成分演化过程。

此外，在月球背面开展的低频射电
天文观测也备受关注。“月球背面可以
屏蔽电磁干扰，能够填补在地球和其他
地方无法开展的100KHz—1MHz射电天
文观测空白，有可能观察到 40 亿年前
宇宙早期爆炸的暗黑地区的无线电波，
将在行星际激波、日冕物质抛射和高能
电子束产生机理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
果。”孙泽洲说。

飞行40万公里 690秒平稳着陆

嫦娥四号光临月背大揭秘
本报记者 冯 华

嫦娥四号着陆步骤

● 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与巡视探测，突破月球
背面复杂地形地貌识别、高精
度自主着陆控制与自主避障等
技术；

● 突破高增益可展开天
线、地月拉格朗日 L2点中继
轨道设计等关键技术；

● 突破强背景噪声环境下
空间低频电场信号提取、空间低
频电磁波高灵敏度接收等技术；

● 突破运载火箭多窗口、
窄宽度轨道设计，组合导航滤
波优化，氢氧动力系统加注后
推迟24小时发射等关键技术；

● 突破星载激光角反射器
研制，国际首次开展超地月距
离的反射式激光测距试验；

● 突破宽温变与高真空条件
下的月表微型生态圈构造技术；

● 首次开展国际载荷搭载
和联合探测，完成月球中子及
辐射剂量、中性原子分布等科
学探测。

嫦娥四号
七大创新

这一刻，注定要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3日，飞行约40万公里之后，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功降落于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
着陆和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 1 月 3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嫦娥四号降落过程 （示意图）。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 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在紧张工作。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重塑检察职能 适应人民需求

最高检全新内设机构亮相
本报记者 李 贞

本报上海 1 月 3 日电 （记 者励
漪）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
市今天在沪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
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以期逐步实现
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
场监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扩大

内需，增强整个区域的发展动力。
根据备忘录，三省一市将共同推

动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将在共同办好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统一
企业登记规范、开展失信联合惩戒、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协作、推动检验检
测认证结果互认互通等方面进一步加
强合作，建立跨区域市场监管合作机
制，联合探索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
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市
场融合发展。

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在沪签署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在沪签署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观众逾244万

截至1月3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累计现场观众逾244
万人次；网上展馆全面上线34天，点击浏览量突破3亿次。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新华社记者 胥晓璇 胡 喆编制

新华社记者 胡 喆 胥晓璇 卢 哲编制

1月 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首席大检察官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童建明介绍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内设机构，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