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射时间：16日0时23分

神舟十三号出征
新“太空出差三人组”亮相
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

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将于16日凌晨发射，发射时间瞄准
北京时间16日0时23分。飞行乘
组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
富组成，翟志刚担任指令长。执行
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
火箭于14日下午进行推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
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林西强14日下午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的。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
航天员，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神舟
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富
是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
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号、天
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
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后，按
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
作生活，约6个月后，搭乘飞船返
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
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

站建造阶段。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
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
驻条件。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
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和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
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
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
任务，也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
务，将首次在轨飞行6个月，该项任
务将实现五大目的。后续，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
阶段，共规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
2022年底前将完成空间站三舱组
合体建造。

开展机械臂辅助舱
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
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
术试验

进行2-3次出舱活
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
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
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
任务作准备

进一步验证航天员
在轨驻留6个月的健康、
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

进行航天医学、微
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
术试验与应用，开展多
样化科普教育活动

全面考核工程各系
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
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
匹配性

林西强介绍说，与神舟十二号
任务相比，神舟十三号任务主要有
六大不同：一是载人飞船将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
停靠空间站；二是届时中国空间站
将实现核心舱、2艘货运飞船、1艘
载人飞船共4个飞行器组合体运
行；三是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6
个月，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
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四是中国
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
航天员王亚平也将成为中国首位实
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而神舟十
三号乘组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
男女航天员；五是在神舟十二号任
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多的空

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
平科学成果；六是实施任务的飞船、
火箭均在发射场直接由应急待命的
备份状态转为发射状态。

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关键技术
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神舟十三
号任务是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胜
之战、收官之战，也是空间站在轨建
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林
西强说，通过神舟十三号任务，将更
加全面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
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
配性与协调性。神舟十三号任务结
束后，将组织进行全系统综合评估，
满足要求后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林西强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将在空间
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号飞行任
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期间，
全国有6000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
堂上课，社会反响巨大。载人航天
作为有人参与的航天探索活动，空
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蕴含
着得天独厚、极为丰富的科普教育
资源，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

林西强说，在总结和发展载人
航天科普工作有益经验的基础上，
在此次任务中，我们策划了更加形
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我相信，王
亚平老师会很快再次“太空授课”。

航天员将在空间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神十三”
5大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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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
飞船将对接于天
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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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出征太空神舟十三号出征太空

据新华社太原10月14日电 （记
者 胡喆 刘扬涛）10月14日，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
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该星将实现
国际首次太阳Hα波段光谱成像的空
间探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高质量观测
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
研究能力，对我国空间科学探测及卫星
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国正
式步入“探日”时代。

“羲和号”全称太阳Hα光谱探测
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运行于

高度为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主要
科学载荷为太阳空间望远镜。Hα是研
究太阳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
的谱线之一，通过对该谱线的数据分
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
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有助于研究太阳爆
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发射前，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
验卫星举行了征名活动，经过征集、遴
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最终定名“羲
和”。“羲和”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
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象征着中国对
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羲和号”成功发射
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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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族，籍贯山东烟
台，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年1月出生，1997年8月
入伍，2000年5月入党，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一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2013年6月，执行神舟
十号飞行任务。2019 年 12
月，入选神舟十三号飞行任
务乘组。

王
亚
平

男，汉族，籍贯四川成
都，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 年 9 月出生，1998 年 8
月入伍，2002 年 5 月入党，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
衔。安全飞行1100小时，被
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2010年5月，入选我国
第二批航天员。2019 年 12
月，入选神舟十三号飞行任
务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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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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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蕾 王子铭 张汨汨

他们，曾是“橄榄绿”“浪花白”“天
空蓝”。脱下军装，走上新的岗位，他们
仍然选择用初心和赤诚锻造属于军人
的荣光。

近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开展2021年
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学习宣传
活动，2个先进集体和17个先进个人
获此殊荣。

致敬老兵，他们始终是“最可爱的
人”！

“党是抚育我们成长的母亲……”
一次主题宣讲活动上，已90岁高龄的
涂伯毅话语铿锵。在他的脸上，战争的
印记仍然清晰可见——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他被美军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
涂伯毅是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老战士宣讲团中的一员。近70年来，
宣讲团累计演出和宣讲近万场，受众
300余万人。

不管身份如何变化，胸腔里跳动的
始终是那颗赤子之心。

有人50年如一日宣讲雷锋故事；
有人凭借养殖带动3000余户贫困户
脱贫；有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郑州
水灾来袭时逆行出征……河南邓州编
外雷锋团“薪火营”的成员来自各行各
业，在这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团队中，
有160余人担任过村干部，118人被评
为邓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以实
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
辉。

不论身在军营还是回归地方，对
于河北省华丰裕达集团党委书记赵凤
全来说，“老兵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已
融入他的骨血。他在企业内建立健全

了理论中心组定期学习制度，每月组
织召开党委会、党群工作例会，确保上
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得到及时传达和
落实。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的退役军人
窦正满始终关心战友生活。创业成功
后，他优先录取退役军人，公司300多
个工作岗位，退役军人占三分之一。他
还积极开展就业创业培训，助力他们实
现再就业。

戎装虽脱，军魂仍在。这些“最美
退役军人”在不同舞台上，以实际行动
为党旗增辉、为军旗添彩。

满载着帮困物资的卡车，疾驰于沪
昆高速。这条通往彩云之南的道路，上
海张志勇公益服务社理事长张志勇已
走了19年。截至目前，张志勇和他的
公益服务社组建志愿团队27支，足迹
遍布云南、甘肃、新疆、宁夏、贵州、西藏
等省区，长期资助中小学生、大学生、研
究生800余人。

福建省泉州市宝洲商品批发市场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聪河退役27
年，不论是当村支书还是办企业，他始
终坚信为民服务没有终点。个人牵头
出资500万元参与发起“惠安县大病救
助及儿童白血病救助爱心基金”；出资
1500万元建设“惠安县东桥镇屿头山
村老人居家幸福院”……这些年来，陈
聪河的善举不胜枚举。

2013年，退役军人、北京市公安局
通州分局民警于文静成立了以分局民
警为主力的“运河金盾志愿服务队”，开
展关爱活动。从此，她成了100多个自
闭症儿童的“于妈妈”，也成了通州区
600余名参战老兵的忠实倾听者。

“从橄榄绿变成警察蓝，改变的只
是制服的颜色，为民服务的初心是永不
变的。”于文静坚定地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初心不改，赤诚依旧
——走近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下）

新华社台北 10 月 14 日电 （记
者 陈键兴）台湾高雄市盐埕区“城中
城大楼”14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重大
伤亡。据台媒最新报道，经13小时灭
火、抢救，现场搜寻工作已告一段落。
高雄消防局介绍，火灾已造成46人死
亡、41人受伤。

岛内媒体报道说，这是台湾近26
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火灾悲剧。据悉，高
雄消防局共出动31个分队、72台车
辆、145人前往现场救援。

据了解，“城中城大楼”建成已40

年，地上12层，地下2层，7至11层为
民众住宅，实际居住139人。

高雄消防局介绍，火灾发生后，现
场火势一度极为猛烈，多楼层严重烧
毁，建筑物老旧，室内杂物堆放众多，造
成救援行动困难。主要燃烧楼层为1
至6层，7层以上伤亡者多为吸入浓烟
所致。

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报
道说，最先燃烧的是一楼店面。高雄市
政府方面稍早透露，不排除人为纵火，
警方已带回4人调查。

高雄老旧大楼火灾已造成46人死亡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除 了 出
舱活动之外，
我 们 还 要 在
天上过大年！

飞天梦永
不失重，科学
梦张力无限！

翟
志
刚

男，汉族，籍贯黑龙江
龙 江 ，中 共 党 员 ，硕 士 学
位。1966年10月出生，1985
年 6 月入伍，1991 年 9 月入
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专业
技术少将军衔。

2008 年 9 月，执行神舟
七号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
长。2019年12月，入选神舟
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并担
任指令长。

我 非 常
期待能够以
一种全新的
角度去感受
浩瀚太空。

本栏稿件据新华社10月14日电、央视新闻客户端，图片由新华社发

江津：今年前三季度招商引资总额近850亿元
10 月 13 日上午，江津区举行

2021年第三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现场集中签约67个项目，
投资总额达231亿元。此次签约后，
江津区今年前三季度已累计签约引进
项目196个，引资总额846亿元。

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占比
近七成

今年前三季度，江津区集中签约
项目，涵盖了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消费品工业、大数据智能产业、
总部经济、仓储物流、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

江津区今年以来引进的项目中，
投资额超过1亿元的项目达126个，
占比近七成。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
来，江津区持续坚持深挖消费品行业
潜力，重点围绕粮油食品、智能家居板
块招商引资，先后引进顾家、敏华、佳
沃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累计招引消
费品工业项目39个，协议引资额超
120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
值超250亿元。

打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集聚区是
市委、市政府交给江津的一项重要任
务，也是江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重
要路径。数据显示，2020年全区消费

品工业已实现规模产值350亿元，成
为全区第一主导产业。预计今年全
年，江津消费品工业产值将突破400
亿元。

科学城江津片区成产业集
聚“强磁场”

自今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西
部（重庆）科学城江津园区因其独特的
区位、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宜居宜业的
环境等优势，已成为企业争相落户的

“香馍馍”。
在上半年吸引了瑞士SGS集团、

润通集团、中海油、京东集团等一大批

企业投资项目落地的基础上，西部（重
庆）科学城江津片区第三季度又吸引了
21家企业入驻、协议引资67亿元，占
江津全区引资总金额的近三分之一。

科学城江津片区第三季度新引
进的项目中，既有美智智能科技、蓝
鲸智联科技、鑫润电子等智能制造项
目，也有旭屹昇科技、重庆立展标准
件等大型项目，呈现行业覆盖广、科
技含量高等特点。

今年协议引资有望突破
1000亿元

今年以来，江津区始终把优化营

商软环境作为铸就发展硬实力的关
键环节，大力实施“三大行动”优化
营商环境办实事，先后制定出台了
《江津区高质量发展激励政策》《江
津区支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政
策》和《加快市场主体培育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激励政策（试行）》等系
列政策助力招商，设立了2.5亿元的
高质量发展资金，最大限度支持企
业发展。

此外，江津区全面推行“一站式服
务、一窗式受理”审批服务模式，工程
建设项目的审批服务事项从原有的
135项压缩至100项，审批服务时间

由原来平均200多个工作日压缩到50
至80个工作日。

除此之外，全区还抽调约1000名
机关干部集中开展“千人服千企”精准
帮扶活动，努力打造“审批最简、服务
最优、材料最少、效率最高、费用最省、
监管最规范”的全市一流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江津区签约引进项目
中，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17个，投资
5亿元以上项目34个，世界500强2
家，中国500强3家。江津区招商投
资促进局负责人表示，该区今年全年
协议引资有望突破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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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13号、珠江路19、20、21号
邮政编码：400050 电话：023-68435220
批准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21-10-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忠县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10058
许可证流水号：0098561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大桥路8号
邮编：404300 电话：023-63978572
批准成立日期：1979-11-02
发证日期：2021-09-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1010月月1414日日，，执行神舟十三执行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3名乘组航名乘组航
天员翟志刚天员翟志刚（（中中）、）、王亚平王亚平（（右右）、）、
叶光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叶光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
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并回答记者提问并回答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