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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月2日一早，
“天问一号”传来最新消息：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研人员
的携手努力下，“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
功实施了地火转移轨道首次中途修正。

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深空探测总体部
部长耿言介绍，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过
程中，探测器会受到入轨偏差、控制精度
偏差等因素影响。由于探测器长时间处
于无动力飞行，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
逐渐累积和放大。

因此，执行飞行任务时，科研人员需
要根据测控系统测定的探测器实际飞行
轨道与设计轨道之间的偏差，完成对应的
探测器姿态和轨道控制，确保探测器始终
飞行在预定的轨道上。中途轨道修正的
关键在于修正时机的选择以及每次修正
的实施精度。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环绕
器技术副总负责人朱庆华介绍：“现在很
多汽车都具有车道保持功能，如果车偏
离了自己的车道，就会自动修正方向，让
车回到原本的车道上来。火星探测器的
轨道修正与之类似，但不同的是火星探
测器要修正的不仅仅是飞行方向，还有
飞行速度等多个变量。而在茫茫太空，
探测器也没有道路标线作为参照物，因
此难度很大。”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火
星探测器首次中途轨道修正任务由五院和
八院密切配合实施。此前，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精准地将火星探测器送入了预定轨
道，使得这次轨道控制的主要目标不再是
入轨精度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探测器上携带的
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的3000N轨控发
动机是首次太空点火工作，验证了发动机
在轨的实际性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型号总师兰晓辉
说：“3000N轨控发动机主要承担着三项任
务，一是太阳系‘三环’转移到‘四环’过程
中的姿态修正，二是‘四环’上的‘刹车制
动’，三是火星附近的轨道调整。”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历深
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正，奔火飞行6个多
月后抵达火星附近，通过制动被火星引力
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陆火星的准备
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从地球奔向火星

“天问一号”为什么要中途修正

日益严峻的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
中央政府的心。应特区政府的请求，中央
已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赴港协助开展大
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帮助香港加快建设临
时隔离及治疗中心，并就特区政府决定推
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表示理解和支持。祖
国后盾，伟岸如山。每一次香港遭遇困难，
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总是义不容辞地“出
手相挺”，这一次亦不例外。

7月以来，香港暴发以本地病例为主的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能力远远无
法满足大规模筛查需要，医疗设施、隔离场
所日益吃紧，医疗系统负载已近饱和，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香港特区政府为此向中央
提出请求，希望获得支持。中央政府又一次
及时伸出援手！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迅速组成，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从省内
20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60名临床检验技术
人员，其中7名“先遣队”队员已于2日赴香

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这是首批中央政
府派出支持香港抗疫的内地专业队伍。国
家卫生健康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
情需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支
持。同时，“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也已组
建，由湖北省武汉市选派6名有“方舱医院”
实战经验的专家，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
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验
的技术支持。人命关天之际，中央正在用实
际行动解决困扰香港的紧急问题，为香港抗
击疫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态势，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这一决定体现了对科学防控疫情的
尊重，体现了对广大香港市民生命健康安
全的责任担当。中央政府第一时间表示
理解和支持，并宣布对于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立法机关空缺问
题，将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作出有关安排，使之具有坚实的法律基
础。在“救人胜救火”的当下，中央的及时
表态与全力支持，又一次为特区政府和香
港各界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免除后顾之忧、
提供坚实保障。这也正是香港必将最终
战胜疫情、经济社会必将回归正轨的底气
所在。

时刻心系香港，处处关爱香港。无论
香港遭受多大的挫折与磨难，中央政府始
终守护在 700 万香港同胞的身边；无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伟大祖国都是香港战胜疫
情和一切风险的坚强后盾。同胞有爱，风
雨同舟。我们坚信，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
持和内地各界的大力援助下，行政长官和
特区政府一定能
够带领香港社会
早日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新华
社北京8月2日电

伟大祖国是香港战胜疫情和一切风险的坚强后盾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2日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
正。在“天问一号”飞往火星的征途中，轨
道中途修正的完成，离不开VLBI网“火眼
金睛”的一路护航和鼎力相助。

VLBI 是“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
的缩写。简单来说，就是把几个小望远镜
联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
果。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上海天文台牵
头，由国内多家台站和数据处理中心组
成。这个观测网络构成的望远镜分辨率

相当于口径达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口
径射电望远镜，测角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
几角秒甚至更高。

据介绍，自“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启程
前往火星，VLBI测轨分系统就启动了测
定任务，每天观测时间约12小时，准实时
向北京发送时延、时延率和测角数据，数
据精度优于工程任务指标。

“航天探测器的测定轨，主要包括测
距、测速和测角，VLBI网主要承担了测角
的重任。”上海天文台研究员洪晓瑜介绍
说，“‘天问一号’在飞行中，各地VLBI观
测站展开跟踪观测，将原始观测数据实时

发送到VLBI中心。VLBI中心再进行处
理与修正，得到‘天问一号’的VLBI时延
和时延率、赤经和赤纬等数据。”

据悉，“天问一号”在奔赴火星的漫长
征途上，还将根据需要进行数次轨道修
正。VLBI分系统将每两天继续跟踪“天
问一号”一次，对它进行测定轨。在2021
年的近火捕获段，VLBI将每天进行测定
轨。近火捕获完成后，VLBI继续参加停
泊段、离轨着陆段、科学探测段任务，并对
火星车进行定位，同时对环绕器进行精密
测定轨，为科学成果的产出提供支持。

新华社上海8月2日电

追随“天问一号”的“火眼金睛”

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日下午介绍，截至2
日零时，香港新增11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均为本地感染病例。香港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3511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第12天
超过100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张竹君介绍，在当天新增的本地感染病例
中，有36例目前找不到感染源头，有79例与
此前相关感染群组有关，其中大部分为家庭
或朋友聚会感染群组。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
险管理）何婉霞介绍，目前香港共有1959名
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和1名疑似病人康复出
院，34人死亡；仍有1107名确诊病人留医。
香港已经启用的负压病床使用率约为74%，
启用的负压病房使用率约为77%。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陞表示，自1日启
用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整
体运作大致顺利。如果其今后能继续顺畅
运作，将会有效减少确诊患者等候入院治疗
的时间。

香港新增115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00例

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内地核酸检
测支援队”7名“先遣队”队员2日下午抵达
香港，他们将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协助香
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2日下午，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仇鸿和香
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
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先遣队”
住地迎接，并和队员们进行了工作对接。

曾国卫、陈肇始代表特区政府欢迎“内
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7名“先遣队”队员。
两位局长对中央政府积极回应特区政府为
应对香港严峻疫情而提出的请求，并迅速

组成“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支持特区抗疫
表示感谢。特区政府期待在中央政府支持
下，全城同心抗疫，尽快遏止严峻疫情。

仇鸿代表中联办对“内地核酸检测支
援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中央及祖
国人民的支持。她说，中央高度重视并十
分关心香港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香港疫情十分严峻的时刻，派出“内地核
酸检测支援队”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并将无
偿援助抗疫设施。无论香港遇到任何困
难，中央和祖国人民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
后盾。希望全体香港市民团结一致，同心

抗疫，战胜疫情。
“先遣队”队长郭鹏豪说，“先遣队”的

主要任务是跟香港相关部门对接，熟悉香
港的检测场地、设备以及流程等，为后续大
规模的核酸检测打下基础。相信有国家作
为坚强后盾，“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一定
能和香港市民一起，战胜疫情，“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

香港民建联、工联会和“全港社区抗疫
连线”的代表向“先遣队”队员献花，感谢中
央对香港的关心关爱和内地同胞的大力支
援。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7名“先遣队”队员抵达香港

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
月伊始，今年第3号台风“森
拉克”和第4号台风“黑格比”
相继生成。中央气象台8月2
日10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日，受台风“森拉克”影
响，广东沿海、海南岛东北部
和南部及广西防城港等地降
暴雨，广东汕头、海南文昌和
琼海等地局地大暴雨。

今年第 4 号台风“黑格
比”的中心2日10时位于浙江
省苍南县东南方大约690公
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
央气象台预计，“黑格比”将于
3日夜间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
部一带沿海登陆（热带风暴
级）。登陆后，强度迅速减弱。

受台风影响，预计8月2
日至3日，北部湾、台湾以东
洋面、东海南部和西部及钓鱼
岛附近海域、浙江中南部沿海
将有6至7级大风。其中，台
湾以东洋面和东海南部的部
分海域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风
力有8至9级、阵风可达10至

11级，“黑格比”中心经过的附
近海域风力可达10级、阵风
12级。海南岛南部、广东中南
部、广西南部和西部、云南东
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
气象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向
纯怡介绍，8月是台风活动最
频繁的月份。统计数据显示，
1949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
8月有近6个台风生成，通常
会一个台风接着一个台风，甚
至出现“多台共舞”的局面。
从登陆情况看，8月平均登陆
我国的台风数量约为1.9个，
登陆广东的最多，其次为福建
和台湾。

她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
预测，今年8月在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个数
为4至6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个数为2至3个，较常年同期
略偏多。气象部门将密切监
测台风动态，做好相关预报预
警和服务工作。

2个台风接连生成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月2日7时
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
测器3000牛发动机开机工作20秒，顺利
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继续飞向火星。

截至第一次轨道修正前，“天问一
号”已飞行 9天 17个小时，距离地球超
过 300 万公里，探测器各系统状态良
好。此次 3000 牛发动机点火，在完成

轨道修正的同时，验证了发动机在轨的
实际性能。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历
深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正，奔火飞行 6

个多月后抵达火星附近，通过制动被火
星引力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陆火
星的准备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据新华社电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8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航天科技人员在现场工作。8月2日7时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3000牛
发动机开机工作20秒，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继续飞向火星。 新华社

8月1日，市民在香港街头购买鲜鱼。
新华社

8月2日，在海口市秀英港轮渡码头，客滚船装载车辆旅客。
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持续向越南方向移动，对海南影

响减弱，琼州海峡风力减弱至8级。记者从海口海事局获悉，8
月2日10时起，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海南省气象台2日7时20
分降低台风预警至四级。气象部门预计，“森拉克”将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2日中午前后在越
南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迅速减弱，对海南陆地影响基本结
束。 新华社

“森拉克”离去
琼州海峡复航

新华社济南 8月 2日电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政府采
购 授 予 中 小 微 企 业 合 同
857.37亿元，占政府采购合同
总额的76.1%，授予合同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274.41亿元，占
比提高22个百分点。

山东省财政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从目前执行情况看，
通过预留份额、联合体投标、
合同分包、价格扣除等有效措
施，政府采购扶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政策功能在山东得到
充分体现，中小微企业及小微

企业合同占比均超出国家
30%和60%的预留份额要求。

据了解，为发挥政府采购
作用助力企业发展，山东要求
各采购单位在政府采购合同
中约定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预付款，并将采购合同签
订时间压缩至10个工作日，
资金支付时间限定在收到发
票后5个工作日内。

山东还积极推进政府采
购合同融资业务。上半年，全
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27.14亿
元，仅6月当月融资额达7.34
亿元，较上月环比增长42.2%。

山东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
合同授予率大幅提升

月亮何时最圆？常会听
到的一种说法是“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但是在庚子鼠年的
农历六月里，十五的月亮却是

“十四圆”，最圆时刻出现在8
月3日23时59分。天文专家
表示，“十五的月亮十四圆”这
种现象比较罕见。21世纪这
100年中，这种情况仅会出现
6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
说，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
到月亮，叫“新月”，也叫“朔”；
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可以
看到圆圆的月亮，称为“满
月”，也叫“望”。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
所在这一天为每月初一。但
同是初一，“朔”可能发生在凌
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
生在晚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
身也有长有短。这样，月亮最
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
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
在农历十七的早上。但由于

“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初一，
“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天18小时22分才是“望”，
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
出现在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
居多，其中又以出现在农历十
六为最多。

在 21 世纪的这 100 年
中，“满月”出现在农历的十
七、十六、十五和十四的次数
统计结果显示，出现“满月”的
次数共1241次。其中，出现
次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有
579次；其次是农历十五，有
468次；再次是农历十七，有
188次；次数最少的是农历十
四，仅有6次。

史志成表示，从农历十四
到农历十七，“满月”不论出现
在哪一天，都是正常历法现
象。每一次“满月”的出现，都
给人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赏
月良机。盛夏之夜，如果天气
晴好，感兴趣的公众不妨在8
月3日晚“仰望苍穹里，招手
邀圆月”。

罕见！100年中仅会出现6次！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