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强调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在第
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
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3日给参
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
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
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航天
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
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作为“东
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
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
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
感动。

习近平指出，50年前，“东方红
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
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
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
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
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
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
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
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

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
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
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
伟大梦想。

1970年4月24日，经过广大参
研参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
号”发射成功。作为“两弹一星”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红一号”
卫星的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华民族
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
福人类的序幕。为铭记历史、传承
精神，经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

“中国航天日”。近日，孙家栋、王
希季、戚发轫、胡世祥、潘厚任、胡
其正、彭成荣、张福田、陈寿椿、韩
厚健、方心虎等11位参与“东方红
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
展的辉煌历程，表达了对实现中国
梦、航天梦的坚定信心。

“五一”小长假近了
放心游还需人人尽责

“五一”小长假渐行渐近，许
多人将出门“放飞心情”。业内人
士提醒，疫情期间，既需要各地优
化管理和服务措施保障游客安
全，也需要每个人主动配合，做负
责任的文明游客。

本地人游本地，“老家”
也会有惊喜

携程、美团、驴妈妈、同程、春
秋、马蜂窝等多家平台根据预订
情况预计，连休5天的“五一”小长
假期间，我国将迎来以本地游、区
域周边游为主的出游小高峰。

“放松”是这个小长假的特点
之一。一向习惯行前做详细攻
略的上海周先生这次只预订了
苏州一处度假型酒店，他说：“我
们将避开人流密集区域，享受

‘吃喝躺’的‘佛系’旅游。”
驴妈妈旅游网董事长王小松

介绍，该平台75％的用户选择风
景名胜区和郊野公园；58％的用
户倾向于选择自然环境优美、房
间少、相对独立的度假型酒店。

“由于景区接待游客量受限，大部
分景区或不会再现‘人从众’的情
况，相应地，景区内游客体验会从
容很多。”

“深度”将是另一个主题词。
春秋旅游导游吴荣俊最近围绕上
海复兴中路设计了一条“阅读建
筑”深度体验路线——以沿途的
钱钟书旧居、刘海粟旧居等，引出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历史人文故
事。同行的上海本地游客连连称
奇：最熟悉不过的“老家”也能带
来惊喜。

携程统计，在专业人士带领
下“深度玩转”一地或是这个小长
假最流行的玩法。平台上当地向
导产品订单量较3月增长近3倍，
销售额增长2倍，杭州一位导游的
一日讲解服务“携行江南”在小长
假已被约满。

旅游复苏，消费也正在回
暖。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一项调
研称，伴随着5月开始出现旅游出
行小高峰，消费者在旅游上依然
舍得花钱。60％的受访者称，今
年全年家庭旅游消费预计超过1
万元。从各平台小长假预订情况
看，消费者对高品质旅游项目、高
星级酒店、“先游后付”类产品等
预订量占比较高，也印证了这一
趋势。

多措并举，景区全力保
障游客安全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测算，
今年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
游接待总人数为4325.4万人次。
业界预计，“五一”小长假国内旅
游人次将是清明假期的 2 倍以
上。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重庆
等热门目的地城市也是热门客源
地城市；诸多省份已相继推出鼓
励消费措施。

疫情期间，保障市民游客的
安全健康仍是重中之重。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卫健委近日联合发
文，要求旅游景区做到限量、有序
开放，严防无序开放。同时，强调
只开放室外区域，室内场所暂不
开放，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
最大承载量的30％，收费景区在

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做好评
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称，北
京以室外游览为主的自然山水景
观类等级旅游景区符合恢复开放
条件的，清明节前后已有序恢复
开放。景区限量开放，优化游览
流线，加强游客秩序管控。

上海发布景区疫情防控指
南，多家景区通过线上预订、分时
预约等方式助力提前预判、管控
客流以保障游客安全。上海欢乐
谷已恢复迎客一个多月，最新引
入的“虚拟排队系统”支持游客在
热门游乐设施附近的取票机取排
队票，并可扫描票面二维码查看
排队进程。园方介绍，若“五一”
小长假迎来大客流，将取消线下
排队采用“云排队”。

携程集团全球玩乐事业部
CEO喻晓江分析，当下最“涨粉”
的旅游目的地、景区或旅游产品，
往往具有支持无忧退、在线预约、
分时预约、秒入园等“智慧功能”，
预计小长假期间全国有4000多
家景区支持在线预订预约。

各地根据人们最新消费习惯
优化保障措施。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指导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
店业分会持续更新住宿业防控指
南，要求住宿企业主动提供公筷
公勺、推广应用“随申码”等。

放心旅途，还需游客文
明、尽责

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既需旅游服务提供者绷紧“安全
弦”，也离不开每位游客的全力配

合和主动参与。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提

醒，首先，游客要增强防疫意识，
积极培养分时段预约参观的习
惯，根据自身实际科学规划游览
路线和游览时长。提前登记联络
方式、来往交通等信息。其次，积
极做好个人防护，配合景区测量
体温，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应第
一时间告知景区工作人员。最
后，要遵守公共秩序和安全警示
规定，尤其在景区购票点、出入
口、重要参观点、休息、餐饮等区
域，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践
行文明旅游理念，做一个文明的
旅游者。

喻晓江说，清明假期国内景
区门票预约人数较3月增长超过
300％，可以预见“五一”小长假
将有更多消费者支持“无预约、不
出游”。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提
醒，尽管当前诸多景区、酒店票价
折扣力度较大，但为做好疫情防
控，景区室内场馆、酒店游泳池等
不少设施尚未开放，这也意味着
消费者可享体验变少。因此，消
费者应理性消费。不同地区旅游
服务业疫情防控举措或有差异，
游客在前往异地旅游前，尤其要
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旅游是一种有社会外溢作
用的活动，游客在享受美好生活
的同时，更应承担起文明旅游、
助力疫情防控、保护自身与他人
安全和健康的社会责任。”何建
民说。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余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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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好转，湖北省襄阳市有序开展
共享单车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
将此前因疫情防控需要而回收
的共享单车和电动助力车等重
新投放至街边，方便市民出行。

图为4月24日，在湖北省襄
阳市樊城区，工作人员从调度车
上卸下共享电动助力车投放至
街面。 （新华社 谢剑飞摄）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命名为“天问一号”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
者胡 喆）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命名
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后
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4月24日，
第五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备受关注
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
务标识在2020年中国航天日线上
启动仪式上正式公布。

据悉，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
《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
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
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
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
新永无止境。象征“揽星九天”的
任务标识，展示了独特字母“C”的
形 象 ，汇 聚 了 中 国 行 星 探 测
（China） 、国 际 合 作 精 神
（Cooperation）、深空探测进入太
空的能力（C3）等多重含义，展现出
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

4月24日上午，以“弘扬航天

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为主题的
2020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在国
家航天局网站等网络平台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
星技术负责人之一、神舟飞船总设
计师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中国
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作为中国航天
三大里程碑事件的杰出代表今年
被国家航天局聘为“中国航天公益
形象大使”，在线亮相交流。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
中国航天日今年以“弘扬航天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为主题，希望激励广
大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崇尚探索
创造，在奋力奔跑中实现人生价值；
勉励航天人聚力愿景目标，直面风
险挫折，在接续奋斗中建设航天强
国。国家航天局愿在平等互利、和
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与国际社
会携手共进，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
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66岁
继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新华社上海4月24日电（记者
吴振东 仇 逸）记者24日从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2019年上海户籍
人口期望寿命83.66岁（男性81.27
岁、女性86.14岁）；上海地区婴儿
死亡率3.06‰；上海地区孕产妇死
亡率3.51/10万。平均期望寿命持
续攀升，婴儿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市
民三大健康指标继续保持国内领
先，继续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领先水平。

这三大健康指标是国际通用的
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居民健康水平
的综合指标。近年来，上海积极推
进“健康上海”建设，不断优化医疗
资源布局，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织牢织密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市民
生命健康“守护网”。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郑锦介绍说，上海依托市级综合性
医院和儿科专科医院构筑“7＋6”
救治网络，7家危重孕产妇会诊抢
救中心、6家危重新生儿会诊抢救
中心与全市16个区划片对接，形成

了“覆盖全市、及时响应、有效救治”
的母婴安全保障网。同时，不断夯
实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全市提供儿
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一年内从
234家增至276家，新增儿科床位
500张、产科床位351张；推进50
家综合医院儿科示范门急诊建设，
目前已完成过半建设任务。

据介绍，2019年，上海不断优
化医疗资源布局，促进优质医疗服
务共享，通过“上海健康信息网”便
捷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
疗等服务。通过积极推进分级诊疗
服务、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
布局，上海基本实现市民家庭“15
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点”的目标。

院前急救方面，上海目前拥有
救护车980辆，平均每3万人口1辆
救护车；拥有急救分站175个，较
2016年增长37.8％，急救站点平均
服务半径进一步优化为3.5公里；
急救平均反应时间12.4分钟。截
至2019年底，全市院前急救医师共
960人，较2016年增长71.4％。

钟南山连线
伊拉克卫生部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据新华社巴格达4月23日电

（记者张 淼）中国工程院院士、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钟南
山23日连线伊拉克高级别卫生官
员，与伊方分享新冠疫情防控的中
国策略。

伊拉克卫生部长阿拉维等高级
别卫生官员、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
涛、中国红十字会援驻伊拉克医疗
专家组当日在伊卫生部参加了中伊
抗疫经验交流视频会议，与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远程连线。钟南山及其团队
成员分享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经
验及最新研究成果，讨论中伊两国
加强抗疫合作事宜。

钟南山向伊方介绍，中国为遏制
疫情采取了四项强有力的抑制措施，
其中包括封城；全国范围内每天实施
播报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确保公开
透明；落实至基层的联防联控机制和
针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实时定量
核酸检测。此外，钟南山还与伊方分
享了无症状新冠患者的界定与防控、
治疗方法的最新临床试验情况。

阿拉维对中国的援助及经验分
享表示感谢，他希望伊中两国能够
继续加强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更好
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据伊拉克卫生部23日报告，该
国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46例确诊
病例，累计确诊1677例，累计治愈
1171例，累计死亡83例。

欧盟领导人“云聚首”难解重振经济“烧脑题”
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23

日召开视频峰会，同意设立大规
模“恢复基金”以应对新冠疫情
造成的经济影响，但各方就这一
基金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法等
实施细则未达成共识。

分析人士指出，在欧洲多国
疫情连日来继续趋于缓和的背
景下，重振经济成为此次欧盟领
导人“云聚首”的主要讨论议
题。但各国受疫情影响程度不
一，如何在经济重振方案中平衡
各方利益，是欧盟不得不面对的
一道“烧脑题”。

成果几何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视频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他感受到了欧盟内部为了
携手取得胜利而产生的“非常
强烈的政治意愿”。米歇尔表
示，这次会议取得了一系列积
极成果。

会议对此前公布的“欧盟路
线图”表示欢迎。根据这一路线
图，各成员国将在取消限制性措
施过程中相互协调、循序渐进。
与会领导人还签署了此前欧盟
成员国财长会议提出的总额
5400亿欧元的紧急救助计划，
并宣布从今年6月1日开始执行
该计划。

各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尽快
建立规模足够庞大的“恢复基
金”。该基金将与欧盟2021年
至2027年长期预算挂钩，帮助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和行业。

分析人士指出，“恢复基金”
无疑是此次视频峰会中最引人
注目的话题。

虽然该基金的具体数目尚
未确定，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表示，这笔基金规模将
是“上万亿级”。为了筹集这些
资金，欧盟委员会将创新融资
方式，很有可能提议突破欧盟
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原
有上限。

冯德莱恩说，“恢复基金”首
先要修复危机损伤，还要刺激经
济，增强韧性，引导各国经济向
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要完
成这一系列艰巨任务，只有一个
工具最合适，那就是欧盟预算，

“恢复基金”要与欧盟预算放在
一起统筹规划才行。

分析认为，将“恢复基金”
与欧盟预算挂钩的优势在于可
以利用欧盟的整体信用筹资。
不过，英国“脱欧”后，欧盟资
金缺口巨大，目前欧盟各方尚
未就2021年至2027年长期预
算达成共识，“恢复基金”与预
算挂钩或导致突破原有的预算
额度，今后围绕预算的谈判更
加艰难，“恢复基金”也将难以
落实。

难掩分歧

如何在重振经济过程中
平衡各方利益一直是考验欧
盟的难题。此前意大利、西班
牙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
曾呼吁发行“欧元债券”，以缓

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德
国、荷兰等经济情况较好的国
家对此相对谨慎。有分析指
出，这是因为一些国家不想为
债务状况不佳的国家“背锅”，
使得原本属于个别国家的债
务变成欧元区国家整体担保
的“共同化”债务。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视频峰
会再次暴露出了欧盟各成员国
间利益难以平衡的问题。虽然
各方已经同意建立“恢复基金”，
但未来如何使用这笔基金，欧盟
内部仍然争执不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
盟不应只是提供贷款，还应有
一定数目的捐赠拨款；意大利
总理孔特也持同样观点，他认
为“恢复基金”应该尽快成立，
并从今年下半年就开始发放
捐赠拨款。但德国总理默克
尔主张通过贷款方式使用基
金，她说“拨款不在我的考虑
范围之内”。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欧盟
内部的僵局尚未解开，各方仍需
继续谈判。

各方的不同意见将欧盟委
员会夹在中间。根据峰会的讨
论结果，欧盟委员会将继续研究
如何落实使用“恢复基金”，并于
5月6日前提交“恢复基金”详细
方案。冯德莱恩对媒体说，欧盟
将权衡补贴与贷款的比例问题
并做妥善安排。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 王子
辰 于 跃）

德奥边境继续采取管控措施德奥边境继续采取管控措施
虽然德国、奥地利两国近日一定程度上放缓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管

控措施，但两国间的边境依旧实行着较为严格的管控。根据德国内政部4
月15日的声明，德国对奥地利的边境管控将至少会持续至5月4日。

图为4月23日，在德国南部小镇巴特赖兴哈尔的一处德奥边境检查
站，警察检查途经车辆。 （新华社 凯文·福格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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