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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
生江文达（右）在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人、
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魏立中（中）的指
导下学习印制木版水印作品。当日，“笔
墨纸砚文化之旅——第九期海峡两岸大
学生文化体验营”在杭州正式启动，40名
两岸大学生在首站杭州十竹斋艺术馆感
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
技艺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发

免费凉茶摊 接力坚守41年

7月29日，顾忠根（右）与社区志
愿者吴阿姨在凉茶摊前。

三伏天里，在浙江杭州市区建国
中路一处公交站旁，八旬老人顾忠根
的凉茶摊在免费为路人提供凉茶。
这个凉茶摊每年入伏开张，出伏收
摊，已经坚持了41年。 新华社发

“批产”北斗：

向基本系统建设迈进

随着北斗三号“老九和老
十”成功入轨，如何“更好、更快、
更强”地完成北斗三号卫星的研
制生产任务，成为摆在航天五院
研制团队面前的首要课题。

发射场数星待发、总装大
厅十余星在研、后续任务设计
已经跃然纸上……不论在哪，
北斗三号的研制都呈现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发射场的卫
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近一
半，在发射场的全流程时间缩
短近三分之一，研制人员和研
制周期都大幅缩减。如今的北
斗三号更加注重以科学的管理
加强卫星地面试验验证，成为

“批产”北斗的创新秘诀。
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军

介绍，以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
第九颗、第十颗卫星为例，航天
五院首次在北斗三号卫星测试
中采用远程测试的方法，前后
方实时联动，极大地发挥了后
方判读专家的保障作用。

2018年3月30日，8颗北斗
三号卫星在空间“棋盘”上就
位，完成了北斗三号最简系统
的部署，通过扎实的在轨试验
对几大系统进行了全面“演
练”。这一目标实现后，刚刚成
功发射的双星便开始向基本系
统建设迈进。

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
平介绍：“北斗三号卫星是由三
个轨道面 30颗卫星组成的，具
体包括三颗同步静止轨道卫
星、三颗同步倾斜轨道卫星和
24颗中圆轨道卫星。为了建设

北斗星网，兑现全球导航的承
诺，后续的组网任务将更加紧
迫，北斗三号将以更高速的节
奏布网。”

身穿“AR”：

智能新技术助力卫星装配

在总装厂房里，卫星旁边
总是站着一个“奇怪”的人。他
头戴一个神秘装备，不时喃喃
自语，“拍照、录像、停止”，活生
生一个“未来战士”。

其实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总
装检验人员，正全神贯注开展
卫星总装测试过程检验记录工
作。他头戴的神秘装备是航天
五院科研人员最新研制的数字
化智能总装检验装备，这项装
备实现了智能穿戴装备、AR
（增强现实）技术与各航天器型
号平台检验过程的完美结合，
在北斗三号卫星中成功应用。

自 2017年起，在项目团队
共同努力下，航天五院攻克了
一系列智能装备与检验作业集
成相关关键技术，开发了基于
各型号平台的数字化总装检验
系统。

一些一线科研人员告诉记
者，智能系统在解放作业人员
双手的同时，还形成了检验作
业培训、作业引导、结构化数据
采集、多媒体记录、检验数据包
自动生成等功能，不仅提高了
检验作业的规范性，也提高了
工作效率，对提高航天器型号
数据包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新技
术在未来卫星总装测试工作中
应用前景光明，项目组后续还
将根据航天器总装工作特点，

开展总装过程预警等各项功能
的开发，助力导航卫星等各型
号研制。

造“中国星”：
30颗北斗卫星有效载荷

全部国产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导航
卫星，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30颗北斗卫星、有效载荷全部实
现国产化，并且只有 2到 3年的
时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说要实现一两颗卫
星有效载荷的国产化，按照传
统的研制方法还能解决，但是
30 颗卫星数量巨大且种类各
异，就必须寻求更高效的办
法。”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北斗三
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张立新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航天五
院西安分院在原子钟、行波管放
大器、固态放大器、微波开关、大
功率隔离器等 5大类 19项国产
化部件方面推进研制，并以“全
国大联合”的方式，抓总组建了
由20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
的研制队伍，最终实现了有效载
荷部件全部国产化。

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
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告
诉记者：“北斗三号性能在北斗
二号的基础上，提升了 1至 2倍
的定位精度，建成后的北斗全
球导航系统将为民用用户免费
提供约 10米精度的定位服务、
0.2米/秒的测速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镇江供电公司7月31日停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范围

06:00-11:00 10kV九洲 504线，至
长江路 1 号开关站 504 开关,至 50411 开
关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分公
司、春江华庭2#箱变

06:00-12:00 10kV 矿机线 11883
开关以下 丹徒水利机械厂、镇江金茂
物资有限公司

06:00-12:00 10kV恒美线Ⅰ21331
开关以下 市工人文化宫、镇江市总工
会、镇江市水业总公司南水桥泵站、丹徒
交通大厦管理处、环城路西二、有线电厂
1#箱变、有线电厂2号箱变、有线电厂3号
箱变、棒棰营三、南马路二、棒棰营二、棒
棰营四、棒棰营一、南马路一

06:00-12:00 10kV 西江线 13903
开关以下；至132139开关 孟家港国际

储运发展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高桥自
来水厂、高桥三洲 02号变、高桥三洲殷小
圩西、高桥陶小圩、高桥三洲03号变、高桥
安丰 04号变、高桥安丰祝东、高桥安丰 10
号变、高桥安丰祝西、高桥安丰07号变、高
桥安丰老圩

06:00-12:00 10kV义村线 1F6506
开关以下；10kV 华铝线 21013 开关以下

1F65线：镇江东阳轧辊有限公司、镇江

恒泰实业有限公司、西麓严家山东、谷阳
贺家山西、上麓村前山头 210线：镇江市
正元船舶设备有限公司、镇江源华铝业有
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西麓村村民
委员会、镇江市丹徒区公路管理处3#路灯
箱变、西麓中学、西麓 06号、西麓丁家、西
麓 09号、西麓 02号、谷阳莱村国道南、西
麓村五组、西麓01号、西麓村六组、下麓村
前山头、西麓 04号、西麓木桥西、西麓 15

号
06:00-12:00 10kV 大桥线 16900

开关以下,至 16901开关 镇江市丹徒
区世业润峰农业生态园、世业东大坝十
组、世业新河01号变、世业新河团结桥、世
业东大坝二组东、世业东大坝二组、世业
新河06号变、世业兴隆06号变、世业兴隆
04号、世业新河 02号、新河 02号西、世业
东大坝九组、世业东大坝九组东、世业东

大坝06号
06:00- 14:00 10kV 宋 官 营 线

1S3413开关以下；10kV宋官营 1S34线老
西门桥箱变 镇江恒生物业有限公司、
镇江晨曦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西府街
（一）、西府街（三）、西府街（二）、老西门桥
箱变

江苏建立五级湖长体系

湖泊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

据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 中共
江苏省委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
强全省湖长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
建立健全五级湖长体系，实行湖泊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省、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五
级湖长体系。各级河长制办公室承担
湖长制工作日常事务。《江苏省湖泊保
护条例》明确的省管湖泊由省委、省政
府负责同志担任湖长，湖泊所在市、县
（市、区）党政负责同志担任相应湖长。

意见明确要求严格考核问责，各
地要按照河长制考核办法，制定湖长
制考核问责细则。县级及以上湖长负
责组织对相应湖泊下一级湖长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同时作为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河长制工作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实行湖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对造成湖泊面积萎缩、水体
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等生态环境损害
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
和人员的责任。要通过湖长公告、湖
长公示牌、湖长APP、微信公众号、社
会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加强社会监督。

据介绍，江苏是全国淡水湖泊分
布集中的省份之一，湖泊面积 6000多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

海南国际仲裁院挂牌成立
据新华社海口7月29日电 海

南国际仲裁院 29日在海口市正式挂
牌成立。

海南仲裁委主任施文介绍，海南
国际仲裁院挂牌后将着手机构改制，
在借鉴深圳仲裁机构改革经验的基础
上，立足海南，进一步改革创新。将建
立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机制，彰显机
构中立性。理事会成员中境外人士不
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一，境外加省外人
士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充分体现仲裁
机构的国际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仲
裁法对仲裁机构独立性的要求，让中
外当事人对海南国际仲裁的中立性、
公平性具有足够的信心，把海南作为
可信赖的争议解决“优选地”。

海南国际仲裁院将设立海事仲裁
中心、金融仲裁中心两大分支机构，彰
显海南特色。两个中心的建立，将会促
进海南海上经济贸易和港航业的繁荣
兴旺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高效化解
金融纠纷，防控金融风险，为海南建设
区域乃至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法治保障。

长春长生董事长高某芳等
18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批捕

据新华社长春7月29日电 7月
23日以来，经长春市公安机关开展侦
办工作，基本查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的涉嫌违法犯罪事实。

7月2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 79条规定，长春新区
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高某芳等 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
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目前，案件审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武汉一地铁列车
测试时侧翻致2人轻伤

据新华社武汉7月29日电 有
网民 28日晚发帖称：“在武汉江夏区
境内，有一列火车出轨翻车。”记者多
方核实了解到，这起事故发生在武汉
中车株机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厂区
内，是一列挂载 6个新型车厢样车的
地铁列车在公司内部轨道上接受测试
时出事，其中3节车厢出轨翻倒，事故
造成2人受轻伤。

网友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一
列列车从铁轨上侧翻后趴窝，几节车
厢侧翻在地。其中一节车厢上标有

“WH G412”的编号，其车身颜色为
凤凰橙。该视频拍摄者操武汉口音，
一旁有旁观者在问“车里面有没有
电”。据了解，该车厢上的编号为武汉
地铁7号线的车辆编号。

有目击者称，28日下午 3时 09分
左右，他听到一声急促的列车刹车声
音，随即发现一辆地铁列车从车头处
开始出轨侧翻。稍后，多节车厢冲出
铁轨，翻倒在地。他称，事发时车厢内
似乎没有乘客。

武汉应急办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中车集团一列测试列车在江夏区
黄家湖大道与星光大道交会处的轨道
上进行牵引和制动系统测试时发生侧
翻事故，6节车厢中前 3节侧翻，事故
造成2人受轻伤，均无生命危险。

武汉地铁集团有关人士回应称，
侧翻的是武汉地铁 7号线一期列车，
尚未通过地铁集团验收，也没有交付
使用。目前只是厂商生产完后的例行
调试实验。

据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
交8万元入会费，就可换取“天天
涨停”的股票信息？近日，江苏
淮安警方摧毁一网络“荐股”诈
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查封涉案资金100余万元，初
步查明被骗人员涉及江苏、山
东、广东、安徽等10余省市。

去年11月，淮安市盱眙县公
安局接到市民李某报案，称其在
网上加入了一个“牛股涨停”群，
群内成员纷纷表示，只需交8万元
会员费就可享受专家一对一“荐
股”，且这些股票基本都会涨停。
李某照做后发现未达到预期效
益，想讨要说法却被踢出该群。

接报后，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发现在群内称“天天涨停”的成员
相对固定，极有可能是一个团
伙。经调查证实，去年10月，上海
某投资咨询公司因无营业执照及
资质被当地公安部门查封，该公
司员工徐某、苏某、杨某等人把电
脑和客户资料带出，在昆山重新

成立投资咨询公司，以投资顾问、
股票推荐为幌子进行诈骗。

淮安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
民警介绍，这类“荐股”诈骗手段
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披着公司

“马甲”，以“专业”形象吸引股民
加入；二是以“专家”为名骗取高
额会费；三是手段方式隐蔽，维
权取证难度大。投资者大多通
过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方
式支付会员费，无原始凭证，不
能显示汇款用途，犯罪嫌疑人收
款后立即在异地取走款项，投资
者很难追回。

交8万元可知道“天天涨停”的股票？

江苏摧毁一“荐股”诈骗团伙

河南：父母住院
独生子女有护理假

据新华社郑州7月29日电 河南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日前
表决通过《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草案）》。其中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的老年人住院治疗期间，其子
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每年累计不少于
20日的护理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据统计，到2020年河南60岁以上
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1760万，占常住
人口的 17％。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
突出，其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需求也
成为社会关心问题。

此次河南明确独生子女护理假受
到不少网民点赞。据介绍，这一惠及
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地方法规将于
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湖北一滑道发生挤压事故
造成22人骨折

据新华社武汉7月29日电 湖
北省英山县龙潭河谷滑道 28日下午
发生意外事故，造成游客相互碰撞挤
压，导致 22人骨折，无人员死亡。目
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

英山县委宣传部通报，当日下午，
因龙潭河谷滑道旁水管发生破裂，导
致自来水进入滑道，致使游客通过滑
道由顶部滑至底部的过程中，在滑道
内失去控制，发生相互碰撞挤压事
故。事故造成 22人骨折，其中 1人还
伴有血气胸、1人还伴有脑外伤，另有
少数游客软组织受伤。

事故发生后，英山县委、县政府第
一时间组织卫计、旅游、安监、公安、消
防等部门实施救援，安排救护车及医
护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救治，并将受伤
游客快速转至英山县人民医院救治。
截至记者发稿时，伤者病情稳定，后续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9 日，北斗三号第
九颗、第十颗卫星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
起，此次发射的两颗卫
星是北斗导航全球组网
从最简系统迈向基本系
统的首组卫星。

北斗的建设，像一
场马拉松比赛，既考验
耐力又比拼速度。作为

“北斗大本营”之一的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五研究院（航天五
院），此刻正面临批产新
高峰：自去年 11 月发射
北斗三号首发双星开
始，9 个月发射 10 颗星，
北斗三号正在创造航天
界的“中国新速度”。 7月29日9时4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3、34颗
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发

这是 7 月 29 日在安
徽寿县安丰塘水库北堤
拍摄的“稻田画”（无人机
拍摄）。

近日，在安徽省淮南
市寿县安丰塘水库北堤
的农田里，一幅幅生动的
稻田画呈现出别样田园
风景。

新华社发

安徽寿县：

稻田画进入观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