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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5月10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诺瓦克·卡塔琳，祝贺她
就任匈牙利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匈关系保持高
水平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密，各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合作良

好。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深化两国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加
强在双边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等框架内合作，推动中匈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习近平向匈牙利新任总统诺瓦克致贺电

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菲律宾媒体10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菲律宾联邦党候选人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
科斯（小马科斯）赢得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正式
选举结果有待菲选举委员会确认。

小马科斯是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的儿子，从政经历比较丰富。分析人士认为，小马
科斯就职后将面临团结民心、提振经济和处理对
外关系三重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小马科斯获胜优势较为明显，
延续了他宣布参选以来在民调中大幅领先的势
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获得了菲律宾国内多个政
党、政治人物、社会团体等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有较强号召力和动员力，
影响了不少菲律宾年轻人，而这一群体约占菲合
格选民的一半。

小马科斯现年64岁，曾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
育，其家族是菲律宾政治世家。其父费迪南德·马
科斯曾长期担任总统，现年92岁的母亲伊梅尔达
曾多次当选众议员，姐姐伊梅·马科斯现为参议
员。小马科斯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政坛，当选
老家北伊罗戈省副省长并由此开启政治生涯。
90年代初，小马科斯先后当选北伊罗戈省省长、
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他2016年竞选副总统，以
较小差距输给罗布雷多。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研究员安娜·马
林博格－乌伊说，多数菲律宾人希望新一届政府
延续现政府政策，在他们看来，小马科斯是能够团
结民心、应对当前多重挑战的合适人选。

此次竞选期间，小马科斯在内政方面承诺创
造就业岗位、吸引外国投资、改善农业设施和数字
基础设施等，在外交方面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外
交政策。

在选举结果得到最终确认后，小马科斯将于
6月30日正式就任菲律宾总统。分析人士指出，
在菲民众期待加快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他执政后
将面临三重挑战。

一是弥合分歧、团结民心。菲律宾媒体和分
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中出现的分化和对立有可
能在选举结束后延续，如何引导各方凝聚共识、弥
合分歧、聚焦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议题，将是小马
科斯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是应对疫情、提振经济。菲律宾疫情近期
有所缓解，但菲卫生部先前警告，如果民众在选举
活动期间疏于防范，疫情可能在选举结束后反
弹。菲智库人民参政权研究中心政策研究负责人
博比·图阿松说，新政府需要在遏制疫情的同时，
有效提振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应对国内燃料和食
品价格高企、政府财政承压等挑战。菲国家统计
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菲全国23.7％的人口仍
生活在贫困中，失业率今年 2 月虽然回落至
6.4％，但仍高于疫情暴发前水平。

三是处理对外关系。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
际格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菲律宾
在复杂局势中如何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把国家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是对小
马科斯政府的考验。

（据新华社马尼拉5月10日电）

下月就任菲总统

小马科斯执政
面临三重挑战

5月10日，在韩国首尔，尹锡悦出席总统宣誓
就职仪式。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10日在韩国国会议事
堂前的国会广场正式宣誓就职。 （新华社发）

尹锡悦就任韩总统

新华社科威特城5月10日电 科威特王储
米沙勒10日颁布埃米尔令，批准内阁集体辞职，
同时要求内阁继续处理紧急事务直至新内阁产
生。

科威特首相萨巴赫4月5日向米沙勒提交内
阁集体辞呈。

长期以来，科威特内阁和议会关系紧张。议
员曾多次发起针对内阁成员的质询，内阁辞职后
有关质询的动议自动失效。

本届内阁于去年12月29日宣誓就职。这是
萨巴赫第四次担任科威特首相。

去年11月15日，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签署
埃米尔令，宣布王储米沙勒可协助其行使部分宪
法职权。

科威特内阁集体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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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四号货物种类丰富多样
装载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等200余件（套）

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
船箭成功分离……天舟四号顺
利进入太空。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
发出的第一件“太空快递”，天舟
四号为满载状态，物品种类丰富
多样。此次任务中，天舟四号装
载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
空间应用领域、货运飞船系统共
计200余件（套）货物。

“其中一件货物是力矩陀
螺，重达170公斤，是目前已运
输的物资里最重的。”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总设计
师白明生说，除此之外，天舟四
号还搭载了3个实验项目，均来
自征集活动。

“天舟四号携带了补加推
进剂约750公斤，与天舟三号
相比差不多，但上行物资总重
约6000公斤，比天舟三号多了
300公斤，运输能力有了进一步
提高。”白明生介绍，“这次没有
再带舱外航天服，因为上边已
经有3套了。”

为保证货物安全快递到
“太空之家”，天舟四号采用货
包、支架、贮箱等多种货物装载
方式，货物种类、数量可根据空
间站需求动态配置。同时，还
具备承担空间站姿态轨道控
制、并网供电以及空间站遥测、
数据传输支持、空间科学实验
等任务的支持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天舟四号
有更为人性化的设计——根据
航天员乘组的在轨使用意见，
为了查找货物更加方便和直
观，天舟四号通过标签和提手
的色彩设计，增加了货包色彩
标识；为方便航天员在轨操作，
天舟四号开始为适配板和对应
货架增设搭扣带，实现便捷防
漂；为便于收纳存储，对货包内
的缓冲泡沫进行分块小型化优
化设计，并增加气柱缓冲方案
以减重。

如今，太空“快递”已送至，
只待神舟“签收人”。

天舟四号顺利升空，长征
七号连战连捷，表现依旧出色。

长征七号是我国新一代中
型运载火箭，自2016年首飞以
来共执行4次天舟货运飞船发
射任务，向中国空间站及空间

实验室运送大量物资，被誉为
太空“快递小哥”。

为满足未来空间站运营的
需求，这一次，研制团队对长征
七号发射前的流程进行了优
化，将测发周期较天舟三号发
射时减少4天。

“测发周期减少4天是一项
重大流程改进任务，不仅挑战
着长七火箭的综合性能，也考
验发射队员在高强度工作环境
下的应变能力，火箭的各个分
系统必须同时开展流程优化工
作才能达到最终目标。”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总指挥孟刚说。

地面设备恢复是长征七号
进场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开展
火箭测试的先决条件，仅此一
项就节省时间2.5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范虹介
绍：“把本发任务与前一发、后一
发联动起来，让流程‘活’起来，
前期工作做得越充分，进场之后
测试任务就开展得越快越好。”

4月10日下午，长征七号
开启产品出箱工作。为了达到
优化流程的目标，助推器自检、
火箭芯级出箱工作以及整流罩
出箱工作，首次在不同工作厂
房并行开展。

天舟三号发射时，煤油加
注后再进行液氧加注，这两个
是完全串联的流程。这次发

射，长征七号进行液氧与煤油
并行加注，从而将发射日12小
时流程缩减至8小时。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
作。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邵业涛
说：“液氧与煤油并行加注，就
使得原来的流程得到了压缩，
同时也减少了煤油的停放时间
和温升，进一步保证了推进剂
的品质。”

天舟四号发射升空后，要
与天和核心舱进行快速交会对
接。这就要求火箭毫秒不差地
点火升空，将其精确推送至天
和核心舱所在的空间轨道面。

为此，科研人员利用迭代
制导的算法扩展发射窗口。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型号办副主任设计师沈丹
说：“即使长征七号与标准的起
飞时刻有偏差，只要在两分钟
以内，在空中它就会自己去寻
找一条合适的路线，追上天和
核心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长
征七号首次把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作为导航接收的第一优先
级。“也就是说，火箭起飞以后，
导航都是优先由北斗系统来提
供的。”沈丹表示。

事实上，长征七号目前的
总体技术状态已趋于稳定，飞
行可靠性评估值达0.9838这一
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10日凌晨用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
建造阶段大幕开启。

这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
的首次发射，也是空间站货物
运输系统的第4次远征。

夏夜已深，椰风阵阵。文
昌航天发射场内，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整
装待发。

“天舟四号是我国进入空
间站建造阶段的首发航天器，
装载了共计200余件（套）货
物，上行物资总重约6000公
斤，承担着为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提供物资保障、空间站在轨
运营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等任
务。”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
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党蓉说。

“各号注意，30 分钟准
备！”1时26分，发射任务01指
挥员王宇亮的口令响彻发射
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唯
一的濒海发射场，隶属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2017年以来，天
舟系列货运飞船相继从这里飞
赴太空。

“5、4、3、2、1！点火！”1
时56分，伴着隆隆巨响，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腾空而起，在夜空中
划出一道绚丽的轨迹。

长征七号是我国新一代中
型运载火箭。这次是长征七号
首次实现在一个月内完成测试
和发射。

“这一次，火箭的测发周期
较天舟三号任务时减少4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型号办副主任设计师沈
丹介绍。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
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2
时23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
展开工作，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至此，中国空间站建造阶
段的大幕正式拉开，实现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目
标的关键之战打响。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入轨后
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8时54
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
式，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后向端口。

据介绍，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装载了神舟十四号3名航天
员6个月在轨驻留消耗品、推
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和样
品材料、备品备件及部分载荷
等物资，交会对接完成后，将转
入组合体飞行段。

深度分析

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空
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5月10日摄）。

5月10日凌晨1时56分，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腾空而起。

(图文均据新华社)

交会对接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