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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愿同美方一道努力
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筑牢民意基础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到月球找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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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4 日表示，中
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要鼓励扩大
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这是中美两
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时达成的重
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
促进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为两国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筑牢民意基础。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我们注意到，近日美中公共事
务协会和美国乒乓球协会在纽约
举办了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 周
年纪念活动。我们也看到中国驻
美大使秦刚访问了犹他州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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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几天内发生的又一起
位的就是通胀。通胀压力下，美国
严重枪击事件。19 日深夜，科罗拉
不少家庭开支紧张，要比过往节日
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家夜店
季更加精打细算。美国农会联合会
遭枪手袭击，造成 5 人死亡、19 人受
首席经济学家罗杰·克赖恩分析，普
伤。美国网站
“枪支暴力档案”
最新
遍通胀削弱美国消费者购买力也是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 607 起
今年感恩节晚餐成本增加的重要因
造成至少 4 人死伤的严重枪击事
素之一。
件，近 4 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疫情持续肆虐、社会矛盾空前
所所长福奇下个月将离任，他日前
加剧导致越来越多民众选择“拥枪
最后一次出席白宫记者会，留下的
自保”
，美国国会两党在控枪问题上
建议是：
“这也许是我从这个讲台上
分歧尖锐，代表枪支制造商利益的
向你们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为
游说团体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等因
了保护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的社
素，造成美国枪支暴力顽疾难除且
区，请在符合条件情况下尽快接种
愈加陷入恶性循环中。
升级版新冠疫苗。
”
除了人身安全问题，美国不少
福奇坦言，美国尖锐的政治和
家庭今年还要为感恩节食物皱皱眉
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一些民众出于公
头——由于通胀、供应链问题等原
共卫生之外的原因拒绝接种疫苗，
因，感恩节晚餐成本明显增加。
“ 作 为 一 名 医 生 ，这 让 我 感 到 痛
以美国感恩节餐桌上几乎必不
苦”。如果美国今年冬季再次出现
可少的火鸡为例。美国农会联合会
新冠病例“激增潮”，风险最大的将
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今
是那些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
年买一只 16 磅（约合 7.26 公斤）重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此前警告，
的火鸡价格比去年高了 21%，冷冻
美国新冠疫情今年秋冬季或将迎来
馅饼皮、淡奶油、豆子等其他一些制
新一波病例“激增潮”，不仅要小心
作感恩节传统食物的原材料与去年
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近期在美国加
相比也都更贵了。
速传播，也需警惕新冠、流感、呼吸
过去几个月，美国同比通胀率
道合胞病毒的叠加威胁致使医疗系
居高不下，维持在 7%至 9%之间。 统严重承压。
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美国中期选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传染病专
举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中排第一
家威廉·沙夫纳指出，感恩节、圣诞

校。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中美
人文交流是否出现了一些
“回暖”
？
毛宁表示，中美人文交流十分
重要，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
交往，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
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
毛宁说，
中美历史文化、
社会制
度、
发展道路不同，
但这不是两国人
民相互信任、
构筑友谊的障碍，
更不
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中方愿同
美方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巴
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人
文交流和民间往来，为两国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筑牢民意基础。

商务部：全力做好
群众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24 日
说，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总体充足。受市场供给增加等因
素影响，
“菜篮子”
产品价格有所回
落。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疫情较
重地区的货源组织和调运力度，指
导优化末端配送举措，全力做好群
众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近期疫情多地散发，谈及全
国特别是疫情重点地区的生活必
需品保供工作，束珏婷在当天举
行的商务部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统一部署，商务部主要从以下两
方面着手，统筹做好商贸领域疫
情防控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保
障：
一是细化优化疫情防控和市
场保供举措。结合第九版防控方
案和
“二十条优化措施”
要求，指导
各地健全完善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专班，调整优化保供预案。在封控

枪击通胀叠加疫情 美国这个感恩节不好过
美国即将迎来感恩节。然而，
接连发生的枪击事件，
“ 高烧不退”
的通货膨胀，以及新一波新冠疫情
蠢蠢欲动，为这一传统节日蒙上阴
影。
在东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
一家沃尔玛超市工作的布里安娜·
泰勒 22 日上夜班，她和同事在休息
室里商量分工，没想到一场噩梦突
然降临。
当晚 10 时左右，超市夜班经理
来到泰勒等人所在的休息室，随后
开枪射击。
“ 我抬头看到，经理打开
门，然后开枪。”泰勒回忆说，
“ 他没
有特别瞄准谁，就是对着休息室射
击 ，我 目 睹 多 人 因 躲 避 或 中 枪 倒
地。”
泰勒死里逃生，子弹距离她
“只
有 一 两 英 寸（1 英 寸 约 合 2.54 厘
米）”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
运气——切萨皮克市警方 23 日通
报说，该枪击事件造成 6 人死亡、4
人受伤，枪手使用手枪行凶，随后开
枪自杀，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美国总统拜登 23 日发表声明
说，因为又一起可怕冷血的暴力行
径，美国更多家庭感恩节餐桌旁将
出现空座。拜登还谈及他今年早些
时候签署的一项“枪支改革”法案，
但强调“这远远不够”，必须采取更
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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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探火 走向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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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区域，合理设置物资接驳站、固定
接收点，保障末端配送力量充足，
特别关注和满足好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群体需求。据了解，目前各省
均已建立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
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二是指导支持各地特别是疫
情较重地区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
保供。持续开展每日生活必需品
量价监测，建立完善
“红绿灯”
分级
预警机制，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及
时采取针对性保供举措，防范化解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摸清各地货
源主渠道，完善常态化跨区域联保
联供机制。组织投放中央储备肉，
增加市场供应。同时，每日调度疫
情较重地区市场保供情况，及时掌
握当地保供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随时做好联保联供机制启动准
备。指导疫情较重地区借鉴行之
有效的保供经验做法，督促强化货
源组织和末端配送，切实保障好当
地群众生活必需品需求。

事关食品接触容器安全的
3 项国家标准发布

节等节日庆祝活动以及旅行、人与
人之间密切接触通常会成为病毒传
播的“加速器”，因为过节时人们长
时间待在一起，为呼吸道病毒传播
创造了理想环境。
在美国，人们在每年 11 月第四
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今年在枪击
不断、通胀持续和新一轮疫情威胁
下，美国人民的这个感恩节恐不好
过。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3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 24 日发布事关食品
接触容器安全的 3 项国家标准，标
准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加强食品
接触容器材料质量监测。
在食品金属容器产品规格质
量方面，
《食品容器用涂覆镀锡或
镀铬薄钢板质量通则》国家标准，
针对食品包装容器新材料、新工艺
快速发展应用，从生产、加工、运

输、贮存和使用等全环节，进一步
提升行业的质量控制水平。抗性
测试和腐蚀测试是保障食品金属
容器质量最关键的两类应用评价指
标，
《食品金属容器内壁涂覆层抗酸
性、
抗硫性、
抗盐性的测定》和《食品
金属容器内壁涂覆层耐蚀力和致密
性的测定 电化学法》国家标准填补
了相关标准缺失的空白，进一步保
障食品金属容器质量安全。

关于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问题编号十（二）
整改工作情况的公示
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问题编号十（二）整改工作已经完成，现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予以公示，公示期
为 2022 年 11 月 26 日-2022 年 12 月 2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联系电话：
0574-28808852
地址：
鄞州区堇山西路 558 号
编号

1

整改问题

整改目标

鄞州区 10 万
吨/日 的 江 东
北区污水处
理厂（现福明
净化水厂）长
期满负荷运
行。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一）实施污水分流：2018 年 8 月底，已建成宁东路污水管网
通过污水分流、新建
并开展污水管网割接工作，将福庆路泵站污水（约 1.5 万吨/
江北污水处理厂一
日）经宁东路污水管网输送至新周净化水厂处理，有效降低
期（15 万吨/日）等措
江东北区污水处理厂（现福明净化水厂）运行负荷。
施，缓解江东北区污 （二）新建江北再生水厂：2022 年 12 月底前，建成投运江北
水处理厂（现福明净
再生水厂一期（土建 15 万吨/日，设备 10 万吨/日），将江北区
化 水 厂）运 行 负 荷 ， 核心区水量约为 1.5 万吨/日调到江北再生水厂处理，进一步
确保正常运行。
缓解江东北区污水处理厂（现福明净化水厂）运行负荷。

江东北区
污水处理
厂（ 现 福
明净化水
厂 ）达 到
正常负荷
运行。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2021 年度基本农田保护激励资金拟发放情况公示
按照《鄞州区基本农田保护激励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对 2021 年度基本农田保护激励资金拟发放情况进行公示，通知如下：1. 在公示期内，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
可来人、来电、来信向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和宁波市鄞州区农业农村局反映（联系电话：
区资规分局 89293931，区农业农村局 87419867）；
也可以向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反映。2.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从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1 日止。

2021 年度基本农田保护激励资金拟发放情况公示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镇（乡）、 2021 年耕地 补助标准 应补助金额
街道
总面积（亩） (90 元/亩) （万元）
东吴镇
横溪镇
姜山镇
邱隘镇
首南街道
塘溪镇
五乡镇
咸祥镇
云龙镇
瞻岐镇
下应街道
东钱湖镇
合计

7776.51
8525.58
70076.83
6089.18
6603.14
12410.40
8838.21
13147.52
18849.55
14788.04
3276.45
9522.15
179903.55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69.98
76.72
630.70
54.81
59.43
111.70
79.53
118.31
169.65
133.11
29.48
85.69
1619.11

扣减激励资金
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
/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按照(鄞政办发[2013]249 号）文件规定存在扣减激励资金情形

单位：
亩、
万元
取消激励资金

扣减金额
（万元）
0.00
0.00
1.29
8.93
4.02
0.00
11.82
1.09
2.51
0.00
4.79
36.29
70.74

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
部分村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的取消激励资金情形

统一清理、
回收农资
废弃物资金补助 实际补助
金额
取消金额 补助标准 可补助
（万元）
（万元） （元/亩）
金额
25.59
13.92
38.65
0.00
6.33
60.00
14.48
4.96
15.94
29.62
0.00
13.07
222.56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

10.00
7.77
10.00
8.53
10.00
70.08
10.00
6.07
6.00
3.96
10.00
12.44
10.00
8.84
10.00
13.16
7.50
14.14
10.00
14.79
无此项补助内容
10.00
9.52
169.30

52.16
71.33
660.84
51.95
53.04
64.14
62.07
125.42
165.34
118.28
24.69
45.85
1495.11

宁波市鄞州区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