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4日，陆地生态系
统碳监测卫星“句芒号”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
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
监测卫星是我国首颗森林
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
感卫星，能够实现对森林植
被生物量、气溶胶分布、叶
绿素荧光的高精度定量遥
感测量。“句芒号”的升空，
标志着我国碳汇监测进入
遥感时代。

国家航天局公布的信
息显示，“句芒号”卫星在轨
运行后，可获取全球森林碳
汇的多要素遥感信息，提高
碳汇计量的效率和精度，转
变传统的人工碳汇计量手
段，为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落实提供重要的遥
感支撑。

获取高精度的植被高
度和面积信息是森林碳汇
监测的关键，对应到卫星设
计上，即对激光雷达和多光
谱相机提出了高要求。为
了让“句芒号”具备高精度
森林碳汇监测能力，研制团
队基于现有技术基础，从性
能提升、配置方式、总体设
计上做出创新突破，最终满

足了森林碳汇监测的需求。
植被高度、植被面积、

叶绿素荧光和大气PM2.5
含量是计算森林碳汇能力
的核心数据。作为森林碳
汇监测的“专业之星”，“句
芒号”配置了多波束激光雷
达、多角度多光谱相机、超
光谱探测仪、多角度偏振成
像仪等4种载荷支持获取
以上数据，确保数据“准、
全、细、精”。

森林碳汇监测是“句芒
号”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
还可广泛应用于环保、测
绘、气象、农业、减灾等领
域，支撑作物评估、植物病
虫害监测、灾害应急成像等
工作。因此，“句芒号”任务
繁多，工作模式复杂，研制
团队既要考虑让卫星支持
更多应用，还要考虑让卫星
易用、好操控。

为此，研制团队从硬件
上保证各种载荷数据独立
传递，从软件上让卫星“智
能化”，根据设定的边界条
件参数辨别海洋、陆地、光
照条件，并以此自动规划任
务探测流程，实现自主任务
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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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堂14周年庆,虫草全
场88折（特价款除外）冬虫夏草
全部产自西藏4500米以上高
海拔地区，色正体满、色泽金
黄。头期爆款虫草低至38元/
克；1克3条左右的冻干虫草
299元/克，买50克送50克再
享88折，仅合132元/克，颇受
老会员喜爱！

苏和堂南禅寺店
（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

电话：400-102-0026

苏和堂周年庆全场88折
虫草 38元/克低

至

1克3条本周132元

分类
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新华社金边8月4日电 当
地时间2022年8月4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
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就美方侵
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进一步
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
违背双边承诺，破坏台海和平，支
持分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对
中国人民与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
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必然带来恶
劣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

王毅说，佩洛西的表演，是
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
的再一次破产，证明美国是台海
和平的最大破坏者，是地区稳定

的最大麻烦制造者，证明美国的
“印太战略”极其具有对抗性和
危害性，证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
虚伪与双标。如果中方不对美
方这种狂躁、不负责任、极不理
性的行径予以坚决抵制，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原则
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分裂分子
和极端势力将会变本加厉，本地
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将
受到严重损害。

王毅强调，这次事件是美方
一手策划和挑起的，前因后果一
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为
避免这场强加于中国的危机，中
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外交努力，

但同时我们绝不会容许危害中
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复兴进程，
绝不会坐视美国打“台湾牌”服
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的私欲，绝不
会姑息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挑动
对抗和策动分裂。中方当前和
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要、
及时的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虑
和认真评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法，
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地区
稳定和台海和平的维护。各方
应认清当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
共同反对美方的冒险与挑衅，继
续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与举措，
共同维护地区和台海和平。

中方措施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

新华社西宁8月4日电 第二
次青藏科考在水资源与水安全、生
态安全屏障、区域绿色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这是记者
4日从科技部、中科院在青海西宁
召开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学术交流会
议上获悉的。

中科院院士傅伯杰指出，青藏高
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具有独特
的生物多样性，在水源涵养、水文调
节、固碳与气候调节、科学教育与文
化服务等方面具有广域甚至全球性
意义。他建议加快实施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工程，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基于
科考调查数据，构建了大气氧含量
与海拔、气温、植被、土壤、太阳辐
射、水分条件等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计算方法，认为海拔不是近地表大
气氧含量的唯一控制因素，气温、植
被、土壤、土地利用等的贡献率在
50％以上。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
科研团队通过综合分析青藏高原地
表植被覆盖图、年均植被产氧量图，

论证了高原大气氧含量时空格局。
“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为人类

提供的物质和服务产品的总和。”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
阳志云从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生
态系统最终产品、生态产品功能量
等方面提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思
路，进一步构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
方法和数学模型，为建立高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促进青藏高原良好的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资源，探索基于生态
资源的绿色发展新模式。

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学术院长赵新全围绕“自然保
护地类草地生态系统原真性保护
和再野化实践”，提出自然保护地
食草野生动物与放牧家畜平衡管
理的举措，探索以原真性保护效
果为依据的新补偿机制，解决区
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与会专家还围绕“青藏高原大
气强氧化性假设与验证”“柴达木盆
地盐湖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等
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

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资源

据新华社天津8月4日电 8
月4日迎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家
表示，未来10年，今年七夕对应的
公历日期最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修立鹏介绍，受公历一
年与农历一年相差11天左右、现行
农历置闰法等因素影响，所有农历
节日对应的公历日期都是不固定
的。通常情况下，同一个农历节日
所对应的公历日期，要么比上一年
或下一年提前10天左右，要么比上
一年或下一年推后19天左右。这
也导致同一个农历节日所对应的公

历日期，最早和最晚能相差一个月。
2022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

是8月4日，这是2015年至2032年
这18年里对应公历日期最早的。
之所以这么限定，是因为2014年七
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 8 月 2 日；
2033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8
月1日。

七夕在公历日期中虽然飘忽不
定，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过节。七夕
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在我国已有
2000多年历史，是我国传统节日中
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又称“乞
巧节”“女儿节”“双七节”等。

今年七夕来得早

欧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林火高发季
节才过去一半，欧盟地区今年的山
林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该地区有
年度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路透社4日援引联合研究中心
的数据报道，今年1月至今，欧盟地
区林火过火面积达到60.0731万公
顷，是2006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
来第二高。

依据联合研究中心数据，2017
年，欧盟地区林火过火面积达到
98.7844万公顷，为有记录以来最
高。

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林火高发季
一般从6月延续到9月。葡萄牙、
希腊等南欧国家夏季通常面临火情
高发风险，而今年欧洲多地持续高
温，林火风险地带也随之向北扩大
至德国、斯洛文尼亚、捷克等国。

气象学家说，气候变化加剧火

情严重程度，林火蔓延更快、燃烧更
久、程度更烈。高温令一些植被脱
水，变得干燥易燃。由于欧洲一些
地区劳动力短缺，清理这些干燥植
被的工作量难以完成。

西班牙列伊达大学森林工程学
教授维克托·雷斯科·德迪奥斯说，
法国和葡萄牙7月初发生的林火

“极不寻常”，林火规模“正在越变越
大，难以被扑灭”。

联合研究中心的上述数据仅统
计过火面积超过30公顷的林火。
如果将过火面积低于30公顷的林
火也算在内，数字将会更高。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热浪不断，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法
国、德国、捷克等十几个国家遭遇严
重林火，大量消防员投入灭火，数以
万计人员撤离，大量房屋烧毁，其中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面临的火险
级别仍然非常高。（新华社微特稿）

今年欧盟林火过火面积逾60万公顷

气候变化加剧火情

8月4日，直升机
在溃口处投放六角沉
箱。

8月1日，辽宁省
盘锦市绕阳河左岸曙
四联段一处堤坝发生
溃口。8月3日，溃口
长度发展至50余米。
经过各方抢险力量连
日来加紧施工，抢险
工作稳步推进。4日，
抢险人员开始对溃口
进行直升机吊装投放
六角沉箱作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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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8月4日电 中国人民解
放军东部战区于8月4日组织兵力位台岛周
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
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4日13时许，东部战区陆军多台新型
远程箱式火箭炮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
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
域进行了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
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箱式弹药补充方式能
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记者在现场看
到，火箭弹喷射着尾焰呼啸而出，形成密集
火力网，直击目标海域。无人机实时传回
的打击画面显示：火箭弹精确命中目标。
实弹射击取得预期效果。

4日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
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
号常导火力突击。记者在发射现场目睹了
导弹发射的壮观场面。接到发射命令后，
指挥员沉着冷静下达口令，号手迅速精准
展开操作，装订诸元参数，起竖导弹，展现
出过硬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精神。随着一
声令下，多枚导弹依次腾空而起，直刺苍
穹。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
参演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
机、轰炸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多类多型战
机100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开展跨昼夜
联合侦察、空中加油、制空作战、对地突击、
支援掩护等实战训练，锤炼部队大机群连
续出动、多兵力控制协调、长时间持续制
空、高强度精确打击等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连续位
台岛周边海域实施联合封控行动，对火力试
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配合友邻兵力进行侦
察引导。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多次拉
动，进行对海打击、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等训
练，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副局长刘东昆
表示，此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检验了体系支撑
下战区多军种部队联合感知、联合指控、联合
杀伤、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力。战区部队闻
令而动，敢打必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各项任务，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开展规模空前实战化联合演训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
百余架次多类多型战机在预定海空域开展跨昼夜联合侦察等实战训练

8月4日，东部战区火箭军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火力突击。这是导弹点火发射。 （新华社发）

这是战机进行空中加油
（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新华社酒泉 8 月 5 日电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2年
8月5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运用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
的试验航天器，这是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第18次执行发射
任务。

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
段时间后，返回国内预定着陆
场，其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
使用和在轨服务技术验证，为
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撑。

可重复使用
试验航天器

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