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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李克强王沪宁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贺电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并参
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
同志院
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之际袁我代
表党中央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袁向你们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浴
建造空间站尧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袁是实现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野三步走冶战略的重要目标袁是建设
科技强国尧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遥 天和核心

据新华社电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袁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
空袁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袁任务取得

舱发射成功袁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袁为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遥希望你们大
力弘扬野两弹一星冶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袁自立自强尧
创新超越袁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袁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浴
习近平
2021 年 4 月 29 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成功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
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袁
代表党中央尧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袁

向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
任务总指挥部并参加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

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
问候遥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袁 建造空
间站尧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袁是实现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野三步走冶战略的
重要目标袁是建设科技强国尧航天强
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遥 天和核心舱
发射成功袁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袁 为后续任 务展
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希望你们大力
弘扬野两弹一星冶精神和载人航天精
神 袁 自 立 自强 尧 创 新超 越 袁 夺 取 空 间
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袁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
场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贺电遥
刘鹤尧许其亮尧肖捷袁中央军委委
员李作成尧苗华尧张升民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遥
中国空 间站 是中 国独立 自主
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袁由天和核
心舱尧问天实验舱尧梦天实验舱三
个 舱 段 构成 遥 天 和 核心 舱 是 空 间站
的管理和控制中心袁是发射入轨的
第一个空间站舱段遥 根据任务安
排 袁 空 间 站 计 划 于 2022 年 完 成 在
轨建造袁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
人参与科学实验尧技术试验和综合
开 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袁 转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遥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建造全面开启
新华 社 海 南 文 昌 4 月 29 日 电
我国 29 日在海南文昌用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送入预定轨道袁中国空间站在轨
组装建造全面展开遥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
次发射遥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尧问天
实验舱尧 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
型遥 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发射入轨的
首个舱段袁也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
规模最大尧 系统最复杂的航天器袁起
飞质量 22.5 吨遥
野天和核心舱主要用于空间站统
一控制和管理袁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
力袁可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袁开展航
天医学尧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遥 冶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任务总指
挥王翔说遥
浓云密布之下袁乳白色的长征五
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愈显高大挺拔遥

野15 分钟准备浴冶11 时 08 分袁发射
任务 01 指挥员廖国瑞的口令响彻文
昌航天发射场遥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唯
一的濒海发射场袁去年以来成功完成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尧嫦娥五号等重大
航天发射任务遥 野目前袁发射场已经具
备持续执行高强度航天发射任务的
能力遥 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人力资源
部主任赵新说遥
野10尧9噎噎3尧2尧1袁点火浴冶11 时 23
分袁伴着隆隆巨响袁长征火箭托举着
天和核心舱拔地而起遥
这是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的首
次应用性发射袁也是 2020 年 5 月 5 日
成功首飞后的第二次飞行遥
长征五号 B 是专门为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站建设而研制的一型
新型运载火箭袁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遥 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系统总设计师李东说院野发射载人
空间站舱段袁只有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能够胜任遥 冶
约 494 秒后袁舱箭成功分离遥 天
和核心舱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袁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浴
野这次发射任务成功袁标志着中
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袁为
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空间站组装建
造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冶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表示遥
根据计划袁天和核心舱将先后迎
接天舟货运飞船和神舟载人飞船的
访问袁 关键技术验证后与问天实验
舱尧梦天实验舱实施交会对接袁完成
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在轨组装建造遥
1992 年袁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
天工程野三步走冶发展战略袁目前已实
现 11 名航天员共 14 人次太空飞行和
安全返回袁圆满完成第一步尧第二步
全部既定任务遥

银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袁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发射升空袁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袁任务取得成功遥
渊新华社冤

十里荒滩变金滩
在海口江东新区感受海南自贸港建设浪潮
海南岛北端袁海南母亲河南渡江在这里奔流入海遥 滚滚江水袁见证着海南从天涯孤岛到开放前沿的历史进程遥
三年前袁党中央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袁中国最大经济特区袁再次被赋予改革开放新使命遥
一年前袁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式启航遥
南渡江以东袁东寨港以西袁致力于打造自贸港建设标杆的海口江东新区袁在海南众多重点园区中成立时间最短尧发展底子最薄尧
建设难度最大遥 在这片 29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袁野自贸港人冶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袁誓将绵延数十里荒滩变为野黄金海岸冶袁成为自贸港
建设热潮的生动写照遥

A “自贸港来了，我的家乡变了样”
凤凰树花团锦簇袁盛开在江
东新区仲恺村村民们最爱驻足
的路口袁这里曾是海口市一个偏
僻的红色村庄遥 不久前换届选
举上任的村支书冯侠斌最近常
站在树下袁对着不远处的野中共
仲恺支部旧址冶陷入沉思遥
95 年前袁 琼崖革命领导人
冯白驹曾在这里发起农民运动袁
先辈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
斗争袁为野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冶的
琼崖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海南解放以后袁一名上级政
府特派到海口的地质局干部连
连感叹院 整个海口南渡江以东袁
包括仲恺村在内的大片滨海荒
地袁布满低洼湿地袁要发展生产袁
谈何容易钥
开发海南岛尧 建省办经济特
区尧 建设国际旅游岛噎噎改革开

放以来袁海南利好政策不断袁逐渐
摆脱荒远瘴疠袁走向开放前沿遥
但是袁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
意袁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发展很
不均衡遥与海口城区仅一江之隔
的江东地带袁绵延数十里的海岸
线上袁不是荒滩就是鱼塘遥
直到野自贸时代冶到来袁海南
发展再次注入全新动力遥江东新
区由此设立并开发建设遥
曾经偏僻的仲恺村袁也发生
了巨变院小路变大路袁村民到市
区打工实现野早出晚归冶曰鱼塘变
湿地公园袁观鸟散步袁怡然自得曰
破土房变野艺术房冶袁白墙灰瓦袁
鳞次栉比噎噎
几十年发展袁一朝改模样遥 想
到这些袁 冯侠斌感慨万千院野自贸
港真的就来到了家门口袁 是自贸
港建设改变了仲恺村的模样浴 冶

B “绿色未来之城，有我的一份儿”
乡村在加快振兴袁 商务区更要加快
建设遥江东新区 1.5 级企业港项目内装设
计师崇丽娜曾在新加坡工作袁 但如今不
同于以往袁她以现场为图纸袁一边设计一
边施工袁帮助项目用不到 3 个月时间袁从
一片森林变成一座办公楼遥 野在海南自贸
港袁有一种速度叫江东速度遥 冶崇丽娜说遥
对于建筑工人张红伟来说袁 江东令

C

他震惊的不只是野快冶袁还有野绿冶遥
来自河南的张红伟在海南干了十几
年的建筑工作袁 现在是江东新区中央商
务区渊CBD冤首个地标项目要要
要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大楼项目钢结构安装班长遥 野施
工难度前所未有袁结构设计不光复杂袁还
追求艺术感尧生态感遥 冶楼层刚刚封顶袁张
红伟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它建好后

的模样院野绿色江东袁未来之城袁我很自豪
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儿浴 冶
良好生态环境是海南的独特优势和
最大本钱遥 野田做底尧水理脉尧林为屏曰西
营城尧中育景尧东湿地冶袁打造全球领先的
生态型 CBD 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国际
化新区袁这是江东新区的野雄心冶袁也集中
体现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生态追求遥

“这里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主席台上袁 当自己牵头负责对接的
企业获得签约时袁 观众席中的陈斌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遥 陈斌是江东新区管理局
招商部的一名招商经理袁 主要负责融资
租赁尧 离岸贸易等金融领域相关企业的
招商工作遥 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袁和在
迪拜尧上海等知名城市的工作经验袁他判
断野海南自贸港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冶遥
海南自贸港建设袁 要聚焦发展旅游

业尧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袁加快培
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竞争新优势袁这
是中央依据海南的独特优势和客观省情
提出的明确要求遥
在此背景下袁 江东新区重点发展总
部经济和临空经济袁 推动现代服务业集
聚发展遥 截至目前袁总部经济区已签约企
业 39 家袁2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进驻遥
百年老村成热土袁十里荒滩变金滩遥

以江东新区为代表的 11 个重点产业园
区袁已经成为海南自贸港做大流量的野量
点冶和突出实效的野亮点冶袁支撑起自贸港
未来的无限可能遥 在生态软件园袁数字经
济飞快发展曰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袁先进制
造业加速集聚曰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袁重
大科研平台渐显雏形噎噎
行走江东袁 发现海南遥 满一周岁之
际袁自贸港建设蓬勃开展浴 渊据新华社电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