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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
回收
昨天 10 时 35 分，中国民营航
天企业翎客航天，在位于青海省
茫崖市冷湖镇的火箭基地进行公
里级可回收火箭 RLV-T5 第 3 次
发射及回收试验，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此次回收试验飞行时间 50
秒，目标高度 300 米，实际飞行高
度 300 米，落地精度 7 厘米，滚转
误差小于 30 度。
翎客航天为中国首个掌握火
箭悬停飞行技术的民营航天公
司，此次发射的 RLV-T5 型是目
前中国已进入飞行试验阶段中体
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可回收火
箭，此次成功挑战公里级高空回
收，
刷新了国内该领域的纪录。
文并摄/本报记者 付丁

外交部：
香港早已不是英国殖民地

“向阳红 01”船起航
执行第 10 次北极考察
新华社电 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
船“向阳红 01”10 日从青岛起航，执行中
国第 10 次北极考察任务。此次考察为期
50 天。
据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泽勋介
绍，本次考察紧密围绕北极海域在全球气
候变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科学前沿问题，
实施长期原位观测与科研项目考察相结合
的海洋综合调查，将为 9 项常规海洋环境
观测和22项科技计划提供保障支撑。
据了解，考察队计划在白令海、白令
海峡、楚科奇海、巴罗海及其他北冰洋夏
季开阔海域进行物理海洋、海洋气象、海
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地质和地
球物理等多学科综合考察。
魏泽勋表示，本次北极考察将为我国
加快建设极地观测体系、掌握北冰洋海冰
快速减少机理及其气候和生态效应、开展
北极地区环境与气候综合评价积累资料，
为提高我国对北极的科学认知和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等提供技术支撑。

“不感冒”美韩军演？
特朗普欲让盟友埋单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9 日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美韩军事演
习，认为美方为军演花掉的钱“应该报
销”。他没有说明希望由哪一方“报销”，
媒体普遍解读为美国有意让韩国多掏钱。
特朗普 9 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他
8 日再次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来
信，金正恩在信中表达了对美韩联合军演
的不满。
特朗普说，金正恩的信“共三页”，是
一封“美好”
“ 非常积极”的信。特朗普认
为两人
“将再次会晤”，但他没有提及可能
的会晤时间和地点。
美国与韩国 5 日启动 2019 年下半年
联合军演，5 日至 8 日以危机管理参谋训
练作为预演，11 日进入为期 10 天的正式
演习，重点检验韩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情形下由韩军将领充任司令、美军将领充
任副司令所需的
“初始作战能力”
。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 日
强调，
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中方严
正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一切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有记者问：
据报道，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
称，拉布外交大臣 9 日就香港局势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今天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
地。英国对香港一无主权，
二无治权，
三无
监督权。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她说，
依照基本法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外交事务应归中央政府负责管理。英
国政府直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打
电话施压是错误的。中方严正要求英方立
即停止一切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
行为，
不要再对香港指手画脚、
煽风点火。

相关新闻

国泰航空证实停飞一名机长解雇两名员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供图/视觉中国

8 月 10 日傍晚，
国泰航空对外宣布，
收
到乘客及公众就其一名被控暴动罪的机长
的查询。根据国泰决定机师飞行职务的标
准程序，
这名机师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已
没有被安排飞行职务。此外，
该机长自2019

年7月15日起也未执行任何飞行任务。
国泰航空明确表示，
对于该机长将可
能受到任何的诉讼事宜，
均不发表任何意
见。国泰方面还证实两名机场员工因为行
为不当已被解雇。

8 月 9 日，
针对香港国泰航空近期在多
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及隐患，
民航
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
警示。民航局在安全风险警示中，
对香港
国泰航空明确提出三点要求。
据央视

2019 年
“最美科技工作者”
先进事迹发布
新华社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抢占先机、迎
难而上，肩负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
重任，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
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局
在北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 年“最美
科技工作者”
先进事迹。
姬秋梅、杨海燕、陶文铨、陈孝平、黄
才发、陈云霁、邢继、梁建英、徐恭义、祁兴

磊等 10 人，都是来自科研生产一线的科
技工作者优秀典型。他们中有的矢志不
移自主创新，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里；有的扎根脱贫攻坚和科学普及一
线，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的严谨治
学甘为人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中国智慧……他们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
优秀代表，他们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为己任，用责任、毅力与担
当，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创新奉献的故事，

他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伟
大精神的真谛，有力弘扬了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精神
风貌。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
现场播放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的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
的工作生活感悟。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为
他们颁发
“最美科技工作者”
证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科技工作者代表纷

纷表示，这些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事迹感
人肺腑、振奋人心，生动诠释了“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
要以“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牢
记科技报国为民的初心，把个人理想自
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接力精神火炬、
奋进新的长征，汇聚起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章莹颖家人举办追思会 埋葬遗物做纪念
当地时间 8 月 9 日，在美国伊利诺伊
州，遇害留学生章莹颖的家属在教堂为
其举办追思会。当日下午，章颖莹家属
亲手把她生前遗物埋入她出事地附近的
纪念花园内，以此来纪念她。
在章莹颖的追思会上，中国留学生、
当地民众自发前来追悼，这距离章莹颖
失踪已过去将近 800 天。章莹颖的父亲
章荣高追忆女儿称，
“ 我们尽自己的能力

教导女儿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是个温
馨的家庭，女儿从小乖巧聪明，我们夫妻
和儿子、女儿的关系很亲近。莹颖从小
功课就很好，小学到高中都是做班长，很
喜欢帮助同学。不只是学校的成绩好，
还是一个体贴人、有一颗灵敏的心、喜欢
帮助别人的孩子。”
如 今 再 想 起 女 儿 ，章 荣 高 还 记 得
很 多 细 节 ：她 从 小 体 贴 父 母 ；大 学 时

经 常 帮 同 学 补 课 ；读 研 时 ，主 动 到 农
村支教。
“我的女儿这么好，是个很优秀的孩
子，她从来都不让我担心。现在她不在
了，只要一想到女儿，我就会在痛苦中思
念她。”章莹颖父亲称，
“ 我的工作是开
车，都是十天半个月回家一次，在家长会
中听到的都是老师对女儿的称赞。”章莹
颖的父亲表示，现在最大的心愿仍然是

能够找到女儿的遗骸，带回家。
追思会上，章莹颖的弟弟代姐姐的
男友侯霄霖悼念称：
“ 无论是我们相恋的
八年里，还是在这两年里，莹颖一直在成
就我。在过去我们相互启发、鼓励、照
顾、帮助，在这两年里她又把我带到美国
学习、经历、历练、成熟，没有莹颖就没有
现在的我。”
文/本报记者 张香梅 付垚

数字看点

60 人死亡
新华社电 坦桑尼亚官员 10 日说，
该国东部莫罗戈罗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
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至少 60 人死亡，
另有 70 余人受伤。
莫罗戈罗省省长斯蒂芬·凯布韦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天上
午 8 时左右，一辆油罐车在莫罗戈罗省
行驶途中因躲避摩托车导致翻车，车上
装载的燃油泄漏，引发附近民众哄抢。
随后，油罐车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
凯布韦说，目前消防人员和警察已
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受伤人员已陆
续送往医院抢救，死亡人数还有可能进
一步上升。

40 多人受伤

4 人被击毙

1 小时断电

1 警所爆炸

新华社电 缅甸消防部门10 日说，
缅
甸南部孟邦榜镇区 9 日发生的山体滑坡已
导致29人丧生，
另有40多人受伤。
缅消防部门说，
搜救人员 10 日又在事
发地发现 7 具遇难者遗体，遇难者人数升
至 29 人。目前搜救人员仍继续展开工作，
以搜寻更多幸存人员以及遇难者遗体。
榜镇区德漂山村马拉山山坡 9 日早晨
因暴雨导致山体滑坡。事发后，孟邦政府
在通告中说，山体滑坡掩埋 10 所房屋，一
些当地居民被卷走，
有多人死伤。
据气象部门消息，受暴雨影响，自 9
日早晨起，孟邦榜镇区、首府毛淡棉等地
均出现不同程度水患，榜镇区部分学校当
天停课。

新华社电 以国防军新闻发言人乔纳
森·孔里库斯 10 日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
说，当天凌晨，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
地区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4 名加沙武装
人员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随后以国防军
将他们击毙。他说，这 4 人随身携带了枪
支、火箭筒发射器、药品和食物。
孔里库斯说，这 4 名武装人员的身份
尚不清楚，但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应为此负责。
这是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地区本
月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8 月 1 日，以色列国防军在该地区击
毙了一名越境并试图对以军发动袭击的
加沙武装人员。

新华社电 英国 9 日晚高峰遭遇大范
围停电，地铁停运、机场瘫痪、交通信号灯
熄灭，一些医院甚至备用发电机熄火。英
国交通警察称，这次停电及其造成的影响
“史无前例”
。
路透社报道，
英国英格兰、
威尔士等地
区遭遇停电，首都伦敦多个区域未能幸
免。虽然停电时长最多 1 个小时，但是停
电造成的
“混乱状况”
预期会持续一整天。
停电恰逢周五晚，
英国媒体说
“这是一
周中最繁忙的时段之一”
，
大量民众刚刚结
束一周的工作，
搭乘地铁、
城际列车或飞机
回家度周末。
英国国家电力公司披露，当天停电与
两台发电机出现故障相关，
故障已经排除。

新华社电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
心一警所外当地时间 10 日凌晨发生爆
炸，造成该警所所在大楼外立面损毁，目
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这是一周内发生
在哥本哈根的第二起爆炸事件。另据丹
麦新闻频道 TV2 报道，警察已封锁发生
爆炸的区域，并寻找一名身着深色衣服、
浅色鞋子的男子。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
该嫌疑人从警所跑出，
迅速离开现场。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季飞 高蔷 美编/邓宁 葛燕平 责校/王晗 项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