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舟三號撤離太空站
問天艙月內發射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17

日宣布，天舟三號貨運飛船已完成全部既

定任務，於7月17日上午10時59分撤離

太空站組合體。天舟三號貨運飛船於

2021年9月20日在海南文昌發射場發射

入軌，為太空站送去約6噸補給物資。目

前，天舟三號貨運飛船狀態良好，後續將

在地面控制下擇機再入大氣層。據介紹，

此次天舟三號從組合體撤離，已讓出對接

口。太空站將在本月內迎接問天實驗艙

（下稱「問天艙」）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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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三號是為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運送物資的太空
「快遞小哥」，同時也肩負多項試驗性任務。在神

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返回地球後，天舟三號在今年4月
20日從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分離，繞飛至前向端
口並完成自動交會對接。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貨運飛
船團隊副總師姜萍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天舟三號撤
離組合體前停靠的是對接艙前向的對接口，這也是後續
「問天艙」發射後要對接的對接口。所以，在「問天
艙」發射之前，天舟三號要從組合體撤離，讓出對接
口，迎接「問天艙」的到來。她表示，天舟三號的整個
分離過程非常順利，已經完成正常撤離脈衝的執行，已
轉入正常在軌飛行狀態。

出艙活動將主用「問天艙」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貨運飛船計劃助理駱成棟表示，
天舟三號目前已進入獨立飛行狀態，待「問天艙」發射成
功，並與太空站組合體完成對接之後，天舟三號將會受控
離軌。屆時，地面將會通過兩次軌道的控制，將天舟三號
飛船的軌道降低，後續將在地面控制下擇機再入大氣層。
天舟三號撤離太空站組合體，意味着「問天艙」的發射即
將啟動。據介紹，「問天艙」配置有與核心艙一樣的航天
員生活設施，還配置有一個小型機械臂，可以單獨使用，
也可以跟核心艙大機械臂聯合使用。「問天艙」還有航天
員出艙的氣閘艙，太空站建成以後，「問天艙」的氣閘艙
將作為航天員主用的出艙活動氣閘艙。

「天宮課堂」將再開啟
值得一提的是，「問天艙」是太空站首次在有航天員

的狀態下迎接航天器來訪。迎來「問天艙」後，神舟十
四號航天員乘組將進入艙內啟動生命維持系統，完成科
學實驗櫃的組裝，同時開展交叉科學實驗。全新的太空
授課也將在「問天艙」開展，「天宮課堂」將再次開

啟。此外，神十四航天員還會擇機首次從「問天艙」的
出艙口出艙。據報道，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已經完成
對艙外航天服的巡檢測試。按計劃，在軌期間他們將從
「問天艙」出艙口完成兩次到3次出艙活動。

◆◆解放軍自解放軍自1717
日起一連多日日起一連多日
在南海部分海在南海部分海
域舉行軍事演域舉行軍事演
習習。。圖為日前圖為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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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艦一周兩次闖入南海挑釁
解放軍昨起南海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非法
闖入中國西沙領海，擅闖南沙群島海域，短短
一周之內，美國導彈驅逐艦兩次在南海挑釁。
與此同時，中國海事局網站消息顯示，解放軍
自17日起一連多日在南海部分海域舉行軍事
演習。專家指出，美國正用包括軍事能力在內
的各種手段來制約中國，中國只有提高包括軍
事能力在內的綜合國力，才能有效反制美國的
挑釁，才能夠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穩定之
海。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
13日，美國「本福德」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

國政府批准，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海，中國人
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進行跟蹤監視
並予以警告驅離。然而16日，「本福德」號
又以所謂「自由航行」為由擅闖南沙群島海
域。
針對近期美艦頻繁在我海域挑釁。南部戰

區新聞發言人田軍里空軍大校指出，事實再
次說明，美國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風險
製造者」、「地區和平穩定破壞者」。戰區
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堅決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和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南部戰區同
時披露了兩張現場處置圖。一張是「本福
德」號的全貌圖，能清楚看到舷號；另一張
則是從中國艦艇咸寧艦上拍攝到的「本福
德」號遠景圖，表明該艦當時正對「本福
德」號進行跟蹤監視。

專家：美遏華目標不會改變
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指

出，美國頻繁在南海挑釁中國，且挑釁力度不
斷加大，這顯示美國已將遏制中國和削弱中國
作為自己的重要戰略目標且不會改變。
美國總統拜登曾對華做出「四不一無

意」承諾，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近日也表示

美方不尋求對華打「新冷戰」、不尋求改
變中國體制、不挑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
位、不尋求圍堵中國、不支持「台灣獨
立」、不尋求改變台海現狀。但宋忠平提
醒，美國所謂與中國「系統性競爭」，其
實質就是要全面地和中國進行所謂的「對
抗」，就是要全面地遏制中國，所以美國
才會在實際行動的方方面面、各個領域來
不斷打壓中國，不斷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制約中國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海事局17日發布航行警

告指，7月17日23時至7月22日24時，南海汕
尾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禁止船舶駛入。另
據中國海事局網站消息，清瀾海事局發布航行
警告，自7月17日0時至7月20日24時，南海
部分海域進行軍事訓練，禁止駛入。
另據交通運輸部網站消息，近日，交通運輸部

南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和三沙永暑、渚碧、美濟海
事處及南沙海上搜救中心進駐南沙島礁，承擔南
沙海域海上應急救助任務，履行南沙海域海上交
通安全監管和防治船舶污染等職責，為船舶航行
安全和沿岸國人民海上正常生產活動提供有力保
障。

維護中國主權須有強大軍事能力
宋忠平指出，美國等域外國家不希望看到南

海和平、安穩，所以才會不斷製造麻煩，不斷
把所謂的軍事能力引入到南海，企圖以武力的
方式來製造南海的不穩定。
宋忠平指出，要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解放軍必須要擁有強大的軍事能
力。美國正是用包括軍事能力在內的各種手
段來制約中國，中國只有提高包括軍事能力
在內的綜合國力，才能有效地反制美國的挑
釁，也才能夠促使東盟十國盡快和中國簽署
「南海各方行為準則」，讓南海成為真正的
和平與友誼之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中國科學院科
學傳播局、教育部基礎教育
司昨日在京宣布，《科學公
開課》（第二季）將於7月20
日晚8點正式開播。這個暑
假，全國青少年可通過觀看
這檔廣受好評的科學教育課
程，緊跟前沿科學進展，
「遊覽」科學世界。
《科學公開課》（第二

季）是由中科院科學傳播
局、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為青
少年聯合打造的一檔純公
益、全開放的科學教育課
程。人類的祖先是魚嗎？我
們該如何理解宇宙？自然界
中的「力」到底是什麼？如
何用概率論來揭示事物的規
律？太陽的研究如何引導了
現代科學的進步？……一個
個問題的答案，汪景琇、童
慶禧、嚴加安3位中科院院
士，以及19位科研人員和科
技教師將在《科學公開課》
（第二季）中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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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7
月17日就近期重點工作進展接受了《中國銀
行保險報》記者採訪。

絕大多數賬外業務普通客戶未獲額外高息
關於依法依規處置河南安徽5家村鎮銀行
風險，該負責人表示，經過近3個月的努
力，公安機關已初步查明案件主要事實，還
原了事件真相。河南新財富集團操縱河南、
安徽5家村鎮銀行，通過內外勾結、利用第
三方平台以及資金掮客等方式非法吸收並佔
有公眾資金，篡改原始業務數據，掩蓋非法
行為。
根據目前所掌握證據，絕大多數賬外業務
普通客戶對新財富集團涉嫌犯罪行為不知
情、不了解，而且也未獲得額外的高息或補
貼。因此處置方案確定對這些客戶的本金分
批墊付。由於原來的後台數據被犯罪團夥隱
瞞或刪改過，為確保信息真實性，兩省新搭
建了客戶信息登記系統，並與後台數據進行
交叉核驗。人數較多，工作量大，採取分批
墊付方式，首先墊付普通小額客戶。下一步
將陸續啟動5萬元以上客戶墊付工作，請大
家耐心等待後續公告。

已立案偵查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情況
對於近日網絡上有人散布言論說，7月11
日墊付公告發布是因為7月10日河南鄭州
發生了聚集性群訪事件。該負責人表示，
墊付公告發布與7月10日群訪事件沒有任
何關係。河南、安徽5家村鎮銀行風險事件
爆發後，銀保監會從4月30日以來多次公
開表示，必須嚴格依法依規處理，凡依法
合規辦理的業務均受到國家法律保護。在
過去近3個月裏，公安機關經過嚴格調查取
證，搜集了大量證據，地方黨委政府和中
央相關部門加班加點、緊張有序地推進風
險處置工作。我們堅持嚴格依法依規，以
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確定賬外業
務客戶資金性質認定和分類分批處理政
策，並同步開展資金墊付準備工作。央地

金融管理部門6月18日已發出通告，請相
關村鎮銀行賬外業務客戶及時登記賬戶資
金情況。在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按計劃
於7月11日發布公告，自7月15日啟動首
批賬外業務客戶資金墊付。另外，據了
解，對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賬外業務系統6
月 26 日短暫開放事，公安機關已立案偵
查，相信會實事求是、依法依規處理。

積極做好「保交樓」金融服務
關於積極做好「保交樓」金融服務，該負
責人指出，6月30日，江西景德鎮某樓盤業
主因項目延期交付發布停止還貸聲明，引發
輿論關注。銀保監會對此高度重視，加強與
住建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協同配合，堅持
「房住不炒」，堅持「穩地價、穩房價、穩
預期」，支持地方更加有力地推進「保交
樓、保民生、保穩定」工作。一是在地方黨
委政府領導下，銀行保險機構應積極參與相
關工作機制，配合壓實企業、股東等相關各
方責任，銀行要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既要
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又要主動承擔社
會責任，千方百計推動「保交樓」。
二是指導銀行在地方黨委政府「保交樓」
工作安排的總體框架下，堅持摸清情況、實
事求是、科學分類、精準施策，主動參與合
理解決資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備條
件的信貸投放，協助推進項目快復工、早復
工、早交付。
三是做好客戶服務工作，加強與客戶溝

通，個性化地滿足居民客戶的不同需求，信
守合同，踐行承諾，依法保障金融消費者合
法權益。四是有效滿足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
需求，大力支持租賃住房建設，支持項目併
購重組，以新市民和城鎮年輕人為重點，更
好滿足剛需和改善型客戶住房需求，努力保
持房地產市場運行平穩有序。處理好當前面
臨的問題，也是實現房地產模式新舊轉換的
重要契機。我們相信，在黨委政府指導下，
在相關各方共同努力下，這些困難和問題都
能得到合理解決。

◆中國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絕大多數賬外業務普通客戶對新財富集團涉嫌犯罪行為不知
情。 資料圖片

◆昨日，天舟三號貨運飛船撤離空間站組合體。這是天舟三號貨運飛船撤離至19米停泊點的模擬圖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