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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

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太空。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

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

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并于当日18时48分先后

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

己的空间站。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

展相关工作。

飞天梦新起点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是我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将进行大量验证积累，

对整个空间站任务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根据任务安排，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完成

4 方面主要工作：一是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

日常管理。包括天和核心舱在轨测试、再生

生保系统验证、机械臂测试与操作训练以及

物资与废弃物管理等。二是开展出舱活动及

舱外作业。包括舱外服在轨转移、组装、测

试，进行两次出舱活动，开展舱外工具箱的组

装、全景摄像机抬升和扩展泵组的安装等工

作。三是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进

行空间应用任务实验设备的组装和测试，按

程序开展空间应用、航天医学领域等实（试）

验以及有关科普教育活动。四是进行航天员

自身的健康管理。开展日常生活照料、身体

锻炼，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身健康状态。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会在太空驻留

长达3个月时间，对航天员的身体、心理素质、

知识技能、应急能力等都是巨大挑战。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告诉

记者，针对这些挑战，航天员系统科学规划，

设计并实施了八大类百余科目的训练，包括

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适应性训

练、生存训练以及大量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等。

在太空中，航天员的重要任务是进行舱

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和科学应用载荷等一

系列操作，机械臂将成为航天员的得力助手，

实施完成大量舱外作业，包括大型设备的搬

运和人员的转移，这十分考验航天员在舱外

配合使用机械臂的能力。黄伟芬介绍，在日

常训练中，航天员要身着水下训练服，被吊车

放到 10米深的水槽里，通过使用铅块增加或

减少配重，使航天员达到中性浮力状态。通

过一次次冲破极限的挑战，不断锤炼航天员

对操作的熟悉程度和心理素质。

安全性更可靠

火箭院长二 F 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

为确保航天员绝对安全，长二 F 遥十二运载

火箭共进行了 109 项技术状态更改，其中有

70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

例如，假如火箭突发意外情况，逃逸系统

启动，逃逸飞行器像“拔萝卜”一样带着返回

舱飞离故障火箭。返回舱与逃逸飞行器分离

后，打开降落伞，缓慢降落到地面。但开伞过

程中，返回舱会受到低空风的极大影响。以

前逃逸飞行器只能往一个固定方向逃逸，存

在一定安全风险。研制人员在现有的控制逃

逸发动机的基础上，通过对软件进行调整，新

增发动机点火功能，使逃逸飞行器可以向垂

直于地面风的方向逃逸，更加安全灵活。逃

逸系统改进后，火箭安全性评估值达 0.99996

这一国际先进水平。火箭院长二 F火箭总体

主任设计师常武权通俗地解释了小数点后这

一串数字的意义，“就目前的技术状态，长二

F遥十二运载火箭需要发射10万次，才会有4次

逃逸失败，平均 1万次发射，还不到一次逃逸

失败。在保障航天员安全方面，比‘万无一

失’的水平还要高一些”。 （下转第三版）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

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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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航天员向全国人民敬礼致意的画面。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

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 2021年 6月 17日 18时 48分，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用全国 1‰的淡水、1.7‰的土
地，贡献了全国7.2‰的粮食、15.7‰
的蔬菜、12.7‰的花生，是全国重要
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农产品加
工出口基地，这就是山东潍坊。改
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潍坊干部群众破解了农业产业化进
程中的一个个难题，县域经济各具
特色，丰富发展了“潍坊模式”，全力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本
报今日推出《齐鲁不凡》系列调研报
道之三——《潍坊“画”卷》。

（详见四版）

潍坊“画”卷

6 月 17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收支情况显示，

前 5 月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速达 24.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7.3%。

今年以来财政收入有何特点？在总体“紧平衡”

下，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

重点领域支出能否得到保障？

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目前，国民经济保持稳定恢复，作为经济“晴

雨表”的财政收入表现如何？数据显示，5 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8.7%，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6.8% ；1 月 至 5 月 累 计 同 比 增 长

24.2%，比2019年同期增长7.3%。

专家认为，同比增速较快主要是受到去年同

期基数低的不可比因素以及当前工业生产者价

格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也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

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以来，财政收支运行平稳、符合预期，

充分体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积极效应。”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

所长李旭红认为，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反映

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也为财政支出提供了

保障。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入。

从税收收入看，1月至 5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同

比增长 25.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8%，其中，国

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环节

税收同比增长均超过20%。

白景明表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保

持比较高的增幅，反映出企业效益提升和居民收

入增长，“特别是市场主体在减税降费等政策的

有力支持下，生产经营好转，获得感增强”。

此外，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均实现较高增

幅。“这两个税种的增长，反映了消费强劲反弹，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升。”白景明说。

1 月至 5 月累计，全国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16.2%。其中，随增值税和消费税附征的教育费

附加收入恢复性增长等带动专项收入增长，以及

各地加强和规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管理

带动相关收入增加，两项合计拉高全国非税收入

增幅 10.2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呈现较快增长态

势，表明我国财政收入统筹能力在增强，结构更

趋多元化。”李旭红说。

“随着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新

增减税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同时受去年下半年同

期基数相对较高影响，预计全年收入增幅呈现前

高后低走势，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

态。”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表示。

财力下沉力度加大

1 月至 5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

比增长 3.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扣除部分支出拨付时间比去年有所延后因素影

响后下降 3.3%，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持续压减；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8%。

数据显示，全国财政“三保”等重点支出增长

较快，教育支出增长 1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增长6.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4.7%。

“前5月财政支出平稳有序，支出政策得到有

效落实，特别是‘三保’支出在去年较高基数上保

持较快增长，体现出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加强民

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白景明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科技

创新等成为各地财政投入重点。广东省实施“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大就业工程，

2019 年至 2021 年累计投入 48 亿元，仅“南粤家

政”就培训72万人次，带动就业创业115万人次。

各地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财政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陕西省

2021 年中央和省级预算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8.61 亿

元，重点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先支持

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湖北省聚焦扶持壮大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整合一批农业品牌，打造重点农业产业链，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强农富农。2021 年至 2025

年，省财政每年安排 5 亿元，通过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保费补贴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开展科技

攻关、农产品加工、关键设备购置。

“下一阶段，财政收支还将处于‘紧运行’状

态，支出压力还会比较大，特别是‘三保’支出全

年需求往往前低后高，必须加强预算管理，促进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白景

明说。

地方债发行达三成

6 月 17 日，云南省发行 460 亿元新增专项债

券，投向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农林水利、社会事业

等。当天，发行地方债的还有海南、黑龙江、内蒙

古等地政府。

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对带动有效

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全

国地方累计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2850 亿元，

占已下达限额的30%，其中一般债券4205亿元，占

已下达限额的53%；专项债券8645亿元，占已下达

限额的 25%。专家认为，今年发行进度较去年同

期有所放缓，主要是考虑2020年发行的专项债券

规模较大，政策效应在今年仍会持续释放。

“去年我国采取适度提高赤字率、扩大专项

债规模等措施应对疫情冲击，今年新增专项债规

模略有下降，发行速度也有所放缓，但基本能满

足项目融资需求，也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扩大。”白景明说。

李旭红也认为，新增地方债务有所减少，有

利于财政风险控制，同时债券发行使用情况良

好，可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带动效应。

财政部统计显示，从资金投向看，5月份发行

的新增一般债券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

事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乡村振兴、农林水利、市政

建设等；新增专项债券主要用于市政及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棚改和老旧小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

程、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等。

“下一阶段，要继续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导地方加强项目储备，合理把握发行节奏，尽

快把资金落到项目上，防止资金沉淀，提高债券

资金使用绩效。同时，还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的

隐性债务风险。”白景明表示。

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重 点 领 域 支 出 有 保 障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李华林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没有城市

的成功崛起，就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真正

崛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先

后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对城市基层党

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领导要亲自

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要夯实社会

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

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

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

（下转第二版）

坚持系统建设整体建设 奋力开创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综述

6月 17日，3名中国航天员成功

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

自己的空间站。中华民族的飞天

梦，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此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

和核心舱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以及

后续的在轨驻留，技术新、难度大，

很多情况都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发的 3名航天

员，脚步从容，信心坚定，彰显了中

国航天的科技实力，也彰显了国家

日益强大的自信和底气。

从容的脚步、坚定的信心，背后

是国家尖端核心技术的保驾护航。

此次托举航天员飞天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进行了 100多项技

术状态更改，其中 70余项与提升可

靠性相关，每个微小变化都体现出科

研人员对“万无一失”的不懈追求。

随着经济实力、科技能力的不

断提升，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飞速发

展，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创成

果让航天员的太空之家越来越舒适

宜居。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实现了从

“站睡”到“躺睡”、从“吃饱”到“吃

好”的飞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

科技进步的有力支撑。

今天的中国航天员更加从容自

信，因为他们的背后是更加开放自

信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

来，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举国体

制优势，通过执着努力将空间站建

设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的太空家园，

中国航天的不断进步是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是中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

大的体现。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

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已经开启全新篇

章，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更多新课题。我们要始终牢记嘱

托，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做好后续各项工作，勇攀科技

高峰，使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大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