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梁文珊 校对：黄虹

综合

2019.6.6��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7

据新华社电

昨日 12 时 6 分， 我国

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

箭，将技术试验卫星捕风一号 A、B 星及

5 颗商业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试验

取得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海上实施运

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

此次试验采用长征十一号海射型

固体运载火箭

（ 又名

CZ- 11�WEY

号）

，

以民用船舶为发射平台，探索了我国海

上发射管理模式， 验证了海上发射能

力，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不同倾角卫星发

射需求。

专家介绍，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具有

灵活性强、任务适应性好、发射经济性

优等特点， 可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落区，

满足各种轨道有效载荷发射需求，为

“一带一路” 沿线提供更好的航天商业

发射服务。

此次发射的捕风一号 A、B 卫星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将实现小卫星编

队探测海面风场的突破，可提高全天候

海面风场探测能力，提升我国台风监测

和气象精准预报能力。 由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两颗天象小卫星，

是我国首个基于 Ka 频段星间链路的双

星组网小卫星系统。 陶行知教育一号卫

星暨天启三号卫星，装有空间拍照相机

和物联网通信载荷。 此外，潇湘一号 04

星由天仪研究院研制， 吉林一号高分

03A 卫星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

制。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306 次发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吴晶平）

昨日，由广东省科技厅主办的

广东省首届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

中心举办， 全省 21 个代表队 124 名选

手同台竞技。据悉，半决赛将选出 30 名

手进入总决赛，经综合评分决出一等奖

5 名，届时从中选出最佳选手，代表广

东出征全国赛。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组委会秘书长、

科技部引智司邱成利博士表示，“广州

是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发源地”， 今年

将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第六届全国科

普讲解大赛。

据介绍，本届比赛共有广州、深圳、

珠海、汕头、佛山等 20 个地市踊跃组队

参赛，省科学院、省气象局也推荐选手

参赛， 还有港澳派出代表团观摩大赛，

年龄最大的选手 63 岁，最小的 10 岁。

半决赛分为高校科研院所组、高新

技术企业组、中小学组、其他组

（ 科技场

馆、科普基地等

）4 个组别进行角逐。 选

手们讲解的内容既有 3D 打印、 新能

源、中微子、黑洞等“高精尖”话题，也有

啤酒、雷电、快递小黄人等“接地气”的

主题。

据悉， 半决赛将选出 30 名选手参

加今日的总决赛，最终经综合评分决出

一等奖 5 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市监）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召开打

击网络传销工作调度会议。 据透露，

2018 年，全省系统共捣毁传销窝点 753

个，清理遣散传销人员 1642 人，查处传

销案件 37 宗，罚没 800 多万元。

会议分析研判了广东打击传销工

作形势，部署重点地区开展打击网络传

销工作。 据介绍，在今年开展的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中，全省系统立

案查处传销及违规直销案件 23 宗，罚

没 9642 万元。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以查

办案件为抓手，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查

处了“花生日记”“福道文化”“飕飕科

技”等一系列网络传销大要案件，并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对“云联惠”“云集品”

等重大网络传销犯罪案件的关联主体

开展有效处置，挤压了网络传销的生存

空间，净化了网络市场环境。

据了解，当前，网络传销违法犯罪

活动已逐步取代传统的聚集型传销，呈

现裂变式发展蔓延，全面渗入社会公众

领域， 附着于群众衣食住行、 投资、教

育、养老、社交、娱乐等各个方面，与违

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成为影响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点。 市场监管

总局把广东列为整治网络传销的重点

地区，既是对广东打击传销工作面临新

形势的判断，也对省市场监管局工作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

会议要求，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

加强监测预警分析， 对涉嫌网络传销

的主体采取约谈、 警示、 告诫、 查处

等手段分类处置， 力争把网络传销苗

头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下一步， 省

市场监管局将利用网络传销态势感知

系统技术， 全面梳理省内涉嫌网络传

销的平台及主体情况， 按照“线上监

测、 线下实证、 多措处置、 稳妥善后”

的四步工作法， 组织全省系统开展网

络传销线索核查工作， 加大对网络传

销的监测预警和打击处置。

信息时报讯（记者 文涛 通讯员

粤纪宣）

南粤清风网昨日发布消息

称，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

对清远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

市监委原主任邓梁波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邓梁波丧失理想信念，背

离党的宗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为掩盖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串供、

转移涉案款物，对抗组织审查；执纪

违纪、执法违法，大搞权钱交易，利

用职务便利为民营企业主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违规接受

民营企业主的娱乐活动安排； 违背

组织原则， 违规办理港澳通行证并

未经批准出入境， 干预干部选拔任

用；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严重损害

了纪检监察干部形象。

邓梁波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知敬畏，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

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规定， 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邓梁波开

除党籍处分； 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 终止其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我国首次海上航天发射成功

以民用船舶为发射平台，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将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清远市委原常委

邓梁波被“双开”

广东首届科普讲解大赛举行

广东查处“花生日记”等网络传销案

去年全省共捣毁传销窝点753个，查处传销案件37宗

海上发射看点：四个“新”

首次海上发射与陆上发射差别较

大。 长十一火箭副总设计师管洪仁说：

“本次任务特点是‘四新’，即技术新、

环境新、流程新、模式新。 ”

由于火箭发射平台从陆地转移到

茫茫大海上， 海洋的新环境为长十一

火箭带来了新的技术考验。 首先，陆基

发射台发射时不会移动， 但海上发射

平台是起伏波动的， 因此此次发射采

用了一种特殊的瞄准技术和动态条件

下的发射技术，以此来应对海水波动。

其次， 海上发射对火箭的控制和

监测信号在陆基发射中通过有线通信

系统传输，而在海射任务中，只能通过

无线传输形式来实现， 这是中国首个

采用无线测发控技术实施发射的型

号。

再次， 以往火箭的飞行安全控制

需要地面人员监测和控制， 而本次任

务是由火箭自身根据飞行情况， 实时

自主判断和实施的， 这也是中国火箭

的首次自主安控。

另外， 以往长十一火箭要分几个

部分运往陆基靶场， 并在陆基靶场完

成组装、测试，而这次码头没有专用的

火箭测试厂房， 因此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首次以箭星组合体形式整体出厂，

由总装厂经铁路+公路运输至港口，在

港口经过 2-3 日的测试后登船。 航行

到指定海域后进行发射。

为何要在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长十一火箭副总指挥金鑫在接受

采访时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航天发射活动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陆地人口密度更加稠密， 航天火箭发

射航落区安全性问题日益突出。 ”与传

统的陆上发射相比， 海上发射可通过

海上航行，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航落区，

能有效解决火箭航区和残骸落区安全

性问题， 也可大幅降低陆地发射人员

疏散成本。

再者， 航天发射轨道需求越来越

多样。 据统计，未来 10 年中国国内商

业小卫星发射需求约 1700 颗，国外商

业小卫星发射需求约 6200 颗，不同倾

角卫星并存。 海上发射不仅可有效破

解中国陆地发射场难以满足 0 至 19

度倾角卫星发射需求的问题， 而且可

在中国东部、南部海域选择发射点，满

足各种倾角卫星的发射需求。

中新

比赛中的选手。 通讯员 供图

昨 日 ，

长征十一号

运载火箭在

海上成功发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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