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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一号给天宫二号“太空加油”
我国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全部完成，将在２０２２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７日电 随着天舟
一号与天宫二号２７日晚间成功完成首次
“太空加油”，中国航天稳步迈入空间站
时代。

１９时３０分，７天前发射的天舟一号与
去年中秋之夜升空的天宫二号，正携手高
速飞行在距离地球３９３公里的太空。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全长
１０．６米，上行物资总装载量不小于６吨。
天宫二号全长１０．４米，是我国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

记者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
看到，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动态展
示着自２３日７时２６分起一直实施的推进
剂补加进程。蔚蓝色星空背景里，天
舟一号和天宫二号实施推进剂补加的
一条条管路、一个个阀门、一个个参
数以及用不同颜色标识的贮箱等图形
元素清晰可见。

１９时０７分，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首次
推进剂补加顺利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指挥张又侠宣布：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实施的首次太空推进剂补加
试验，标志着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全部完
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
略第二步全面收官，空间站时代的大门向
中国人豁然打开。

１９９２年，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
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
人飞船工程并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
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
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
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
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
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
应用问题。

“空间实验室任务完成后，我国将开
始建造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
计师周建平说，目前，我国空间站研制进
展顺利。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２０２２年前后建成
载人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在
２０２４年退役，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拥有空
间站的国家。

４月２７日晚，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首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
这次任务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创新
突破多项关键飞控技术，为成功实施“太
空加油”提供了强大助力。

与空中加油相比，“太空加油”高出
的不仅是距离地面的高度，更体现在技术
复杂程度上。特别是在补加流程的设计
上，面临着多目标、多约束、多变化的系
统级难题。

中心飞控总体主任设计师姜萍介绍，
在太空实施推进剂补加，涉及到氧化剂、
燃烧剂两种推进剂，对设计的安全性、可
靠性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需要考虑两
个目标、上百个阀门、几百米长的管路，

以及几十种关键设备、软件的控制。此
外，整个补加流程包含几十个步骤，每个
步骤又包含很多分支及指令，这些步骤和
指令层层约束、环环相扣，不能有一处出
现错误。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姜萍和同事们经
过两年多集智攻关，创造性地设计出推进
剂补加协同控制流程，解决了推进剂补加
过程的强耦合问题，实现了补加过程的快
速重新规划，以及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各类
分支的快速重构和切换。

从４月２３日到２７日，连续持续５天的
“太空加油”期间，有一幅画面从未离开
飞控大厅正中央的液晶屏，那就是“推进
剂补加态势图”。

这幅态势图出自中心年轻的软件工程
师王兆岩之手。态势图基于推进剂补加原
理和管路原理而设计，采用模型构建和逻
辑抽象方法，实现了推进剂补加过程的动
态可视化展示，对补加过程实时状态判断
和辅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飞控大厅的科技人员告诉记者，态势
图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能够将“太空加
油”从九天之上搬到人们眼前，还在于它
提取了补加过程的关键参数信息，在实时
数据驱动下，可以使科技人员从繁琐复杂
的参数信息中解脱出来，可以让决策指挥
层能够更加直观地掌握任务状态，从而更
加准确高效地进行判断决策。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７日电）

突破“太空加油”多项关键技术

山东“十三五”卫生健康规划发布，提出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

人均预期寿命2020年达79岁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7日讯 今年一季度，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99起，处理1093人，党纪政纪处分654人。从
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大
办婚丧喜庆以及违规公款吃喝4类问题较为突出，占查处总量的84%。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四风”问题变通变异、花样翻新等
特点，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利用新技术新手段，
着力发现隐秘“四风”问题，一季度通过暗访发现并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占查处总量的28%。加大通报曝光力度，一季度全省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515起次，涉及794
人次，释放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一季度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699起

公款出国境

旅游4起

占0 . 57%

公款国内旅游25起

占3 . 58%

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271起

占38 . 77%

楼堂馆所违规

问题18起

占2 . 58%

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100起

占14 . 31%

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

福利138起

占19 . 74%

大办婚丧喜庆75起

占10 . 73%

其他25起

占3 . 58% 违规公款吃喝43起

占6 . 15%

699起

“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

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问题。

资料：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制图：巩晓蕾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经中共东营市委批准，中共东营市纪委对五

届市委委员，市发改委原党组书记、主任，市区域办原党组书记、主
任曹明刚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曹明刚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多占办公用房；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
金、消费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款，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
取、收受财物，涉嫌违法犯罪。

曹明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私欲膨胀，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且
在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其行为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中共东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东营市委常委会议审
议，决定给予曹明刚开除党籍处分；由东营市监察局报请东营市政府
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东营市发改委原主任

曹明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 本报记者 李振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山东省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从疾病控制、全民健康、基层
医疗等方面对山东“十三五”期间卫生健康
建设进行布局，提出到2020年，山东主要健
康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达到高收入国家水
平，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

人均预期寿命较“十二

五”增1岁

与山东省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相比，《规划》首次明确了健康为中心的
理念，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完善“生育－
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养老－临终关
怀”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推动从疾病管
理为重心到健康管理为重心的转变，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在慢病防控方面，《规划》提出加强
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推广重点癌症风
险评估，规范防癌体检，在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建立重点癌症的机会性筛查制度。扩
大慢性病高危人群筛查范围，全面实施35

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开展血压正
常高值、空腹血糖受损、超重肥胖人群和
慢性病高危人群健康干预。

全民健康离不开全民参与的体育锻
炼。《规划》提出推进山东基本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建设，为全民健身提供坚实基
础。“十三五”期间，山东将推动公共体
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逐步对社会开
放学校体育场馆运动健身场所，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2 . 0平方米。组织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发展群众健身休闲项目，力争
使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到53%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38%以上。

到2020年，山东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
收入国家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居民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左右，较“十二
五”提高1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
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10/10
万、4‰和5‰以下。

创建济南青岛国家级区域

医疗中心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继续提升基

层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山东医疗卫
生高地。

《规划》提出，我省将以提高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常见病、多
发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明
确入出院标准和转诊原则，实现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
治。控制三级医院普通门诊规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承担公立医院的
普通门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提升
中心乡镇卫生院急诊抢救、二级以下
常规手术、正常分娩、高危孕产妇筛
查、儿科等医疗服务能力，到2020年
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乡居民
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山东将推动医疗
卫生高地、强基创优行动。《规划》提
出高水平规划建设济南国际医学中心，
积极创建济南、青岛国家级区域医疗中
心，稳步推进鲁中、鲁南、鲁西北、鲁
西南、胶东半岛、黄河三角洲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逐步形成以省级三甲医
院和区域医疗中心为龙头，以专病专科
医院为特色，以县级医院为支撑国内领
先的医疗服务体系。

医疗养老产业将实现进一

步融合

“十三五”期间山东医疗养老产业
将实现进一步融合。《规划》提出鼓励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延伸养老、康复、养
生等服务，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设老
年病科（区），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
好老年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支持城
市二级医院向康复医院、老年病专科医
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老年专业
医疗服务机构转型。

《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
业。我省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
构，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同
等待遇，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合作举
办医疗机构，组建医疗联合体，推动社会
力量办医疗机构发展，将按照每千常住人
口不低于1 . 6张床位为社会力量办医预留
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和大型医用
设备配置空间。到2020年，争取每个设区
市建成1－2所社会办三级医院，社会力量
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
的25%以上。

调整组建新集团军，18个改13个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军队改革、第二艘航母等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７日电 ２７日，在
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杨宇军就军队改革、我国第二艘航
母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国军队将承办“国际军

事比赛－２０１７”６项赛事

杨宇军介绍，“国际军事比赛－
２０１７”将于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２日举行。经与
俄方协商，中国军队将承办其中６项比
赛，分别是：在新疆库尔勒训练基地举行
的“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车组比赛、
“晴空”防空导弹兵比赛、“安全环境”
核生化侦察组比赛、“军械能手”武器维
修比赛；在吉林省双辽、四平、长春机场
和太平川靶场举行的“航空飞镖”比赛；

在湖北省广水郝店训练场举行的“空降
排”比赛。

杨宇军说，中国军队还将出国参加９
项比赛，包括赴俄罗斯参加“坦克两项”
坦克车组比赛、“侦察尖兵”侦察班组比
赛、“厄尔布鲁士之环”山地步兵分队比
赛、“修理营”坦克修理比赛、“海洋之
环”舰艇比赛、“海上登陆”陆战队比
赛、“天空之钥”地空导弹分队比赛，赴
哈萨克斯坦参加“狙击边界”狙击手比赛
和“无人机班组赛”。

以原１８个集团军为基础调

整组建１３个集团军

杨宇军说，中央军委决定，以原１８个
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１３个集团军，番

号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
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
十、八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团军。

杨宇军表示，调整组建新的集团军，
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是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迈出的关键一
步，对于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
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艘航母许多方面有改

进和提高

关于近日出坞下水的第二艘航空母
舰，杨宇军说，这艘航母完全是由我国自
主设计，其设计和建造吸收了“辽宁舰”
科研试验和训练的有益经验，许多方面都

有新的改进和提高。
至于这艘航母的名称，杨宇军表示，

中国军队对于海军舰艇的命名有相应规
定，通常会在舰艇交接入列时公布。

坚决反对“萨德”入韩

杨宇军说，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
感，中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出发，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建设性工
作。“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
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针对性
演习训练，以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
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杨
宇军说。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宋银生 高建怀

4月21日下午，曹县群众工作服务中心，曹县检察院公诉科副科
长王勇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突然感到头疼难忍。在场的同事急忙拨打了
120，王勇被紧急送往曹县磐石医院，经诊断是突发脑溢血，当晚医院就
给他做了开颅手术，手术一直持续到夜里两点。手术结束后，王勇一直
处于昏迷状态，被送到了ICU病房（急症救护室）观察治疗。

4月23日中午，在昏迷两天后，王勇逐渐恢复意识，第一件事情
想起了自己的工作，因为气管被切开满身都是管子，无法动弹，不能
开口说话，只能用笔艰难地写下了三个纸条，让护士传出来。

在ICU病房门前，当护士喊“谁是王勇的家属？有纸条领一下”
时，在外面焦急如焚的妻子徐丽芹急忙迎向ICU病房门口，从护士那
里“夺”过了这几张纸条，迫切地想知道丈夫手术昏迷两天后，醒来
后第一时间想对自己说些什么？

当她接过了纸条，看到三张纸条上面写的字东倒西歪，不连贯，
也不通顺，与旁边王勇的同事孔令壮、公诉科科长陈錾一起辨认。孔
令壮拿着一张纸条说：“纸条内容是‘给孔令壮说，网上案子别超
期’，意思是让我看看在网上（统一应用系统办案流程中）的案子是
否超期。”

陈錾指着另一张纸条说：“这张是写给我的，‘给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替我开庭’，让我安排好王勇办理的案件出庭的事情。”

徐丽芹仔细辨认着第三张纸条上的内容，说：“这是写给我的，
写的是‘给俺娘说，别担心’。”这时，徐丽芹知道王勇已经清醒
了，这两天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些，给陈錾说：“这人一醒过来，心
里想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纸条上嘱咐我别忘了给你们说。”

面对三张纸条，在场的曹县检察院公诉科干警们无不动容。
4月23日下午，王勇的意识有点恢复后，反复给医生提要求，要求陈

錾进病房把他办理的案子交待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陈錾穿上隔离
服，来到王勇的病床前。此时的王勇情绪激动，无法言语，吃力地在纸板
上写下这样的话语：“和你们在一块是我一辈子的荣幸，出院以后看案
子。”看着王勇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字，陈錾一边说“放心吧，我会安排好
的”，一边一个劲地点着头，溢满眼眶的眼泪无声地滑落。

王勇今年45岁，党员，1989年参加检察工作，2006年至今任曹
县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2013年被抽调到曹县群众工作综合服务中
心工作。在同事们心中，王勇敬业奉献，踏实肯干，经常加班到连
周末都不休。4年来，王勇常常白天到群众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上
班，接访、办理信访案件，晚上和周末回到检察院加班办理案件，
承载的压力很大。据同事们回忆，得病前一天，他们还一起为一些
出庭案件做准备工作。

从ICU病房
传出的三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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