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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者
李国利 蔡琳琳）随着天舟一号与
天宫二号 27 日晚间成功完成首次

“太空加油”，中国航天稳步迈入空
间站时代。

19 时 30 分，7 天前发射的天舟
一号与去年中秋之夜升空的天宫二
号，正携手高速飞行在距离地球
393公里的太空。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
船，全长10.6米，上行物资总装载量
不小于 6吨。天宫二号全长 10.4米，
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
验室。

记者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
中心看到，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动
态展示着自 23 日 7 时 26 分起一直
实施的推进剂补加进程。蔚蓝色星
空背景里，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实
施推进剂补加的一条条管路、一个
个阀门、一个个参数以及用不同颜
色标识的贮箱等图形元素清晰可
见。

19时07分，天舟一号与天宫二
号首次推进剂补加顺利完成。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宣布：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实施的首次太空推进
剂补加试验，标志着空间实验室飞
行任务全部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全面收
官，空间站时代的大门向中国人豁

然打开。
1992 年，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

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
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
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开展空间应
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
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
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
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
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
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
问题。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
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
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
定运行……中国航天用 25年时间，
跨越了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经历的
路程。

“空间实验室任务完成后，我国
将开始建造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目前，我国
空间站研制进展顺利。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 2022年前
后建成载人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
站按计划在 2024年退役，届时中国
将成为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航天强国
梦想起航。研制更大推力的运载火
箭、论证载人登月计划、准备发射火
星探测器……起步晚于美俄的中国
在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的道路
上，把目光瞄向更为遥远的深空。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电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并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
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天舟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实现完
美收官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
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
切的慰问！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运输、
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胜利完
成，对于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是工程全
线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历
史征程中取得的新成就，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
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你们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以这次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续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
荣。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
人航天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开拓创新攀高峰，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2017年4月27日

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在滑行
中。

4月 27日上午 11时 4分，伴随
着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枭龙双座
战斗教练机 01 架从四川成都温江
机场直冲云霄，在空中飞行 26 分
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任务。

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长 14.5
米、高4.6米、翼展9.5米，既具有
突出的教练功能，又具有与枭龙轻
型多用途战斗机相当的全天候作战
能力，平时主要用于飞行员的飞行
与战术训练，战时可执行作战任
务。

中国航空工业枭龙双座战斗教
练机总设计师杨伟表示，枭龙双座
机首飞成功，丰富了枭龙飞机谱
系，增强了枭龙系列飞机在国际军
机市场的竞争力，将打开枭龙系列
飞机市场拓展的新局面。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梅
常伟 吴琪） 在国防部4月27日举
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杨宇军就军队改革、我国第二
艘航母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中国军队将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2017”并承
办6项赛事

杨宇军介绍，“国际军事比
赛－2017”将于 7月 29日至 8月 12
日举行。经与俄方协商，中国军队
将承办其中 6项比赛，分别是：在
新疆库尔勒训练基地举行的“苏沃
洛夫突击”步战车车组比赛、“晴
空”防空导弹兵比赛、“安全环
境”核生化侦察组比赛、“军械能
手”武器维修比赛；在吉林省双
辽、四平、长春机场和太平川靶场
举行的“航空飞镖”比赛；在湖北
省广水郝店训练场举行的“空降
排”比赛。

杨宇军说，中国军队还将出国
参加 9项比赛，包括赴俄罗斯参加

“坦克两项”坦克车组比赛、“侦察
尖兵”侦察班组比赛、“厄尔布鲁
士之环”山地步兵分队比赛、“修

理营”坦克修理比赛、“海洋之
环”舰艇比赛、“海上登陆”陆战队
比赛、“天空之钥”地空导弹分队比
赛，赴哈萨克斯坦参加“狙击边界”
狙击手比赛和“无人机班组赛”。

以原 18个集团军为
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
军

杨宇军说，中央军委决定，以
原 18 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
13 个集团军，番号分别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一、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
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
团军。

杨宇军表示，调整组建新的集
团军，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
体性重塑，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
型陆军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推动
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中美两军不断增
进互信

杨宇军说，两军关系是中美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安全互信
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中国军队
将坚决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
要共识，保持两军各级别交往、发
挥好对话磋商机制作用、落实好年
度交流合作项目、用好并不断完善
两大互信机制。

杨宇军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建
设性地管控风险、妥处分歧，不断
增进两军互信。希望美方与中方共
同努力、相向而行，为两国关系增
加积极因素和实质内涵，为世界和
地区和平稳定贡献正能量。希望中
美两军能够稳步前行积互信，妥处
分歧控风险，合作共赢至千里。

中俄两军关系有高度
有宽度有深度有精度

在回答中俄两军交往有关问题
时，杨宇军说，中俄两军关系展示
了两国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高水
平，体现了两国共同应对新威胁、
新挑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心
意志。

“中俄两军关系有高度、有宽
度、有深度、有精度。”杨宇军
说，我们愿与俄方共同努力，不断
推动两军关系向前发展，为维护两

国的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艘航母许多方面
有新改进和提高

关于近日出坞下水的第二艘航
空母舰，杨宇军说，这艘航母完全
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其设计和建造
吸收了“辽宁舰”科研试验和训练
的有益经验，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
和提高。

至于这艘航母的名称，杨宇军
表示，中国军队对于海军舰艇的命
名有相应规定，通常会在舰艇交接
入列时公布。

坚决反对“萨德”入韩

杨宇军说，当前，半岛局势复
杂敏感，中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的大局出发，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
建设性工作。“萨德”反导系统在
韩国部署，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稳
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
针对性演习训练，以及新型武器装
备作战检验，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
地区和平稳定。”杨宇军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答热点问题：

陆军18个集团军调整为13个
第二艘航母许多方面有新改进和提高

枭龙双座机枭龙双座机
首飞成功首飞成功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
者朱基钗）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27日发
布 《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的公告》，曝光了 22 名外逃人员
目前在海外可能藏匿的具体地址。

公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
性胜利。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通
过“天网行动”先后从 90多个国家
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2873 人，其
中国家工作人员 476人，追回赃款
89.9 亿元人民币；截至 4 月底，追
回“百名红通人员”40 人。这些成
绩的取得，得益于党中央的高度重
视和坚强领导，得益于广大人民群
众的拥护支持，得益于国际社会的
有力配合和协作。

公告同时指出，追逃追赃任
务依然繁重。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
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
作人员 365 人，失踪不知去向的
国家工作人员 581 人，共计 946
人。这些外逃人员有的在“红色

通缉令”公布后变换身份、躲避
追捕；有的深居简出、不再露
面；有的投案犹豫、决心难下；
有的执迷不悟、负隅顽抗。

根据举报梳理出来的线索，公
告向社会通报了 22名涉嫌职务犯
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在海外
目前的可能居住地。据了解，这些
外逃人员均为 2015 年 4 月国际刑
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
的“百名红通人员”。公告通报了这
些外逃人员出逃前的身份职务，所
涉嫌犯罪行为，外逃时间、外逃前
往的国家和外逃时所持的证照号
码等信息。公告显示，这些外逃人
员目前可能居住在美国、加拿大、
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圣基茨和
尼维斯等 6个国家，公告还特别曝
光了他们可能藏匿的具体地址，包
括所在的街道等。

公告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行动起来，提供在逃人员线索，积
极举报新逃人员，使外逃人员无处
遁 形 。公 告 通 报 了 举 报 网 址 ：
http：//www.12388.gov.cn/ztzz/。

我国集中曝光22名
外逃人员海外“藏身处”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7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任命了全
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
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
作委员会主任，决定任命了审计
署审计长等国家工作人员。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
誓制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
行宪法宣誓。

下午 5 时许，吉炳轩宣布宪
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同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
人、新任命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异康手抚宪
法，宣读誓词。新任命的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王宪
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罗保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夏宝龙，审计
署审计长胡泽君跟诵誓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月26日，记者从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计划将 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
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全球招标。

据河北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委会副主任牛景峰介绍，河北
雄安新区正在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组织一流机构、一流人才，
精心抓好各项规划编制工作。同时，计划将 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制
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全球招标，开展设计竞赛和方案征集。

这是雄安新区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风光。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雄安新区启动区详规和设计
将面向全球招标

新华社成都4月27日电（记
者叶建平 胡旭 吴文诩） 自
2015 年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目前，
我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已开
工建设 738公里，完成投资约 400
亿元；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
建设面积 420 平方公里，完成投
资约544亿元。

这是记者 27日从“中央财政
支持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的。
2015 年以来，财政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在全国择
优选取了 25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城市和 30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
市。根据全国 55个试点城市制订
并报备的实施方案，两项试点工
作 计 划 在 3 年 内 总 投 资 2670 亿
元，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071 公
里，建设海绵城市面积 922 平方
公里。

我国海绵城市试点建设面积
已完成420平方公里

新华社上海4月27日电（记
者何欣荣）“以往办理酒类零售许
可证，需要来回跑窗口至少两
次，路上的时间就要花掉不少。
现在通过网上政务大厅办理，所
有材料在网上申报，最终的审批
文书以快递的方式寄给我们，真
是比以前方便了很多。”27 日，
负责为上海全家便利店办理证照
的陈练超告诉记者。

浦东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蒋红军介绍，包括金融贸易、食
品药品、卫生、文化等 14个部门
在内，目前浦东和自贸区涉及企
业市场准入的营业执照及各类许
可证共 104 个区级审批事项，已
全部提供“全网通办”服务。其
中，74 个事项实现“网上全程，
一次办成”，30 个事项实现“网
上申报，只跑一次”。

上海自贸区改革出新招：

证照办理网上就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