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郭欣逸

2022年11月25日深度
YUHANG TIMES

探月探火 走向深空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坚持胸怀天下
——深刻学习领会“六个坚持”之六

○ 高祖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

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

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强调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

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从

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

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

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科

学理论为中国发展进步指明路径和

方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

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

持胸怀天下，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

宝贵历史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把

解放全人类作为崇高追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涵的宇宙观和天下观

主张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大

同。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既不断回答中国之

问，也不断回答世界之问，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华贯通起来，党的创新理论始终

展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天

下情怀。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关键时期，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

历史性新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把握时代趋

势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科学把握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科学界定

当今世界大势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辨方位而正则。这一科学思

想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等重大判断，强调“领导干部要

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

作的基本出发点”，为我们干事创业

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十年来，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

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越

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不

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上升

的世界增加了稳定性、确定性、安全

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

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提出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为处

在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了

思想指引、价值指引、方向指引。中

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

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

显了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

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

供者的大国担当。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新征程上，我们要赢得优势、

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不断创造新

的辉煌，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胸怀

天下的视野和情怀。既立足中国

大地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又

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

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

切，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

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解决

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思路

新方案。更好统筹把握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全面把握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既坚持从中国

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国家和民族发

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深化拓展同各国的互利合作，

同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摘自《人民日报》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0571-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公 告

通 告
余经信招拍挂条件（2022）022号地块，位于

径山镇漕桥村，四至范围是：东至余杭区径山镇

土地，南至杭州银泉茶业有限公司土地，西至杭

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北至余杭

区径山镇土地。现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工

业用地挂牌出让。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

管线（电力、通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

在2022年12月7日前到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

区域发展办办公室登记，逾期未来联系，视同无

主废弃管线处理，今后若在地块开发建设中因

管线不明造成损失的，由该管线产权单位全权

承担。

联系人：何民强 联系电话:13868069369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25日

关于网络优化升级、割接
公告事宜

尊敬的电信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及配合市政建

设，我公司将进行网络优化升级及割接，期间可

能会影响您的业务使用与体验，具体影响时间

及范围如下：11月 30日 5-7点影响闲林街道用

户，12月 2日 5-7点影响良渚街道用户，由此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有任何问题，请致电

客户经理或拔打客服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区分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瓶窑镇崇化村28、29组回迁安置信息公示
为了提前安置崇化村28、29组部分人员，瓶窑镇人民政府已对崇

化村28、29组符合安置条件人员、面积等信息进行了初步审核，现予以

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瓶窑镇城建管理办公室（征迁安置）

或崇化村委实名反映。联系电话：88533083、88535917。
公示时间：2022年11月25日—2022年11月29日。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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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余杭区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封信
尊敬的用人单位、劳动者：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群众办事，丰富

“互联网+人社”应用场景，提升人力社保数字化服

务水平，余杭区自即日起，全面上线杭州人社网签

电子劳动合同平台（“杭云签”平台）。

“杭云签”平台（https://dzht.hzrs.hangzhou.gov.
cn/）是专为广大企业免费提供网签电子劳动合同

签署服务及附随人事管理功能的平台。经“杭云

签”平台签订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均无需担心。

“杭云签”平台具有以下优势：

一、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电子劳动合同减少

了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约及管理存档的成本，大

概率避免了纸质合同签署过程耗时长，易浪费、易

损毁、易丢失、易被不法人士伪造篡改使用等情

况，解决了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和持续管理问题。

二、规范企业用工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用人单位借助“杭云签”平台的日常人事管理功能，

能够快递查阅、调用和管理人事数据，提升管理效

率，优化管理水平。

三、方便快捷，全面实现“无纸化”。在人社业

务的办理过程中，有不少个人事项需要提供纸质

劳动合同。“杭云签”平台目前已在引进人才居住

证事项、工伤认定申请等事项中实现电子合同引

用功能，下一步将继续拓展场景应用，让广大群众

在办理事项时，无需再提供纸质合同，真正实现便

企利民的“无纸化办事”。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用人单位、劳动者使用“杭

云签”平台，为我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添砖加瓦。

“杭云签”平台线上操作手册地址：https://dzht.
hzrs.hangzhou.gov.cn/docs/_book/。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找水、建科研站、修互联网……
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

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

来在探月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

作”？

吴伟仁：在未来 10至 15年，

我们国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

事，第一件事是我们现在准备实

施的探月工程四期，规划包括嫦

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

务。嫦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如果成功了，会是人

类的又一次壮举。

2020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

回，从月球正面采回 1731克月

壤。我们希望嫦娥六号从月球

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

2000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

着陆，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

测，然后是争取能找到水。在月

球南极有些很深的阴影坑，我们

认为很可能是有水的，只不过它

终年不见阳光。如果见了阳光，

水就挥发了。因为终年不见阳

光，那里的水就可能以冰的形式

存在。我们希望嫦娥七号着陆

以后，能够飞跃到这一到两个阴

影坑里面去现场勘查，看能不能

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 2028年前

后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

号将会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

基本型，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

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

测仪器。一方面是找水，还有一

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

一种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

貌，它的环境还有什么物质成

分，这是我们月球南极科研站的

基本型的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

是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

2035 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

站。我们想动员大家和我们联

合起来，进行联合设计、联合勘

察、数据共享、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

月球为主要基地，建立集数据中

继、导航、遥感于一体的月球互

联网。这些形成一体化后，可以

对月球上的一些资源和探测器

实行有效管理。如果再往后面

延伸，火星也可以像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
助力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

火星影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

国行星探测工程有着怎样的规

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现在是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

未来 10年到 15年，对火星上的

土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

天王星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

将开展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

缘探测。我们希望能够发射中

国的探测器，走到太阳系边缘地

区，看看太阳系边缘地区太阳风

和宇宙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

上月球、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

火箭。我们计划研制一种更大

推力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是

目前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现在研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

能够达到4000吨，是长征五号推

力的约 4倍，这已列入我国深空

探测的日程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

任务中的分量很重，作用也很

大。可以说我国火箭的运载能

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

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

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

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

要工程，我国计划在未来10至15
年开展小行星采样。这个过程

很有趣，因为小行星太小了，探

测器不能像在月球那样着陆，要

慢慢挨上去，再在它上面采样，

带小行星样品回到地球，这样我

们就知道小行星是由什么组成

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

星防御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

地球怎么办？我国正在制定这

方面的发展规划，对小行星进行

探测、预警。如果预测它轨道出

了问题，将会进行在轨处置，最

后再进行救援。我们总结为“探

测、预警、处置、救援”八字方针，

这是我们国家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

我们现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

星的防御任务，它从火星意外飞

过来了，这个过程我们预测了它

会对地球造成严重威胁，就先要

发射探测器对它进行探测，探测

后确定它的轨道，然后再根据探

测情况发射一个撞击器，从而改

变它的轨道。

打造构建外空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

域国际合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

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

讨会上，我们要向世界介绍中国

未来的航天政策与规划，让全世

界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方便大

家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想倾

听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声音，了解

他们未来在空间探索领域准备

干什么，共同探讨研究未来如何

发展，一起加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

娥四号、嫦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

合作，目前的国际合作主要是集

中在科学仪器的搭载，或是联合

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探测出的科

学数据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发

布、共同撰写文章，对外阐述我

们的科学发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

高层面、更大领域、更大规模的

国际合作。因为深空探测、行星

探测、月球探测，这些都是全人

类的事情。我希望未来在国际

月球科研站里面，有更多国家一

起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地月空间

或者行星际空间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24日闭幕。研讨会期间，我国深空探测

的成果与未来规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火星探测会进行采样吗？深空探测还有哪些重点任务？围绕本次研讨会相关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