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人类44年以来再次获得月球样品，此
次月球样品的研究备受关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探
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李春来介绍，嫦
娥五号的采样点选择了风暴洋东北角
的玄武岩区域，这是全新的采样区域，
全新的样品研究，对月球表面的风化作
用、火山作用和区域地质背景、区域地

质演化方面应该能作出很多科研贡献。
“绝大部分样品会用于科学研究，

我们会在实验室进行长期的、系统的
对月球样品的研究工作，包括它的结
构构造、物理特性、化学成分、同位素
组成、矿物特点和地质演化方面，希望
能够深化我们对月球的起源、演化方
面的认识。”李春来说。

月球样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吴

艳华说，后续，将依据月球样品及数据
管理办法，广泛征集合作方案，鼓励国
内外更多科学家参与科学研究，力争
获得更多科学成果。

“除了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作为主要存储地点以外，还将在湖南
韶山毛主席的故乡进行异地灾备，他提
出的‘可上九天揽月’的夙愿实现了。”吴
艳华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44年来再获月球样品 鼓励国内外科学家参与研究

11 月 24 日，长征五号准时并成
功发射，之后探测器地月转移、近月制
动、两两分离、平稳落月、钻表取样、月
面起飞、交会对接及样品转移、环月等
待、月地转移，今天再入返回、安全着
陆，整个工程任务现在转入科学研究
的新阶段。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
总指挥吴艳华说，嫦娥五号任务创造
了五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

的采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
火起飞、精准入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
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带月球
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
是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
研究系统。

“此次任务的成功实施，是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吴
艳华说，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地月往返
的能力，实现了“绕、落、回”三步走规

划完美收官，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
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求索寰宇开新篇。据介绍，以嫦
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为起点，我国探
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将接续实
施。目前，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正在奔火的征程；嫦娥六号、七号、
八号，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木
星系探测等工程任务也将按计划陆续
实施。

五项“中国首次”中国航天实现里程碑式新跨越

怎样实现在月球上可靠地采样并
封装到真空容器中？如何实现月面起
飞并精准入轨？如何确保月球轨道无
人交会对接精准完成……

“五个‘中国首次’都是嫦娥五号
任务所面临的新挑战。实际上，对整
个工程来讲，恐怕还不止这五个方
面。”国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
师胡浩说，作为探月工程三期的嫦娥
五号任务，和前期任务比，技术跨度是
比较大的。

新研制的 3000 牛的发动机在
到达月球制动和从月面起 飞 时 表
现良好；基于视觉的月面采样区快
速分析，以及采样、放样、装罐、放
罐过程的快速定位，为机械臂快速
调整提供支持；对飞行轨道、飞行
程序等进行快速设计，支撑任务中
可能遇到的天上或者地面的应急情
况……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自主创
新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主旨。”

胡浩说，我们设计了整个一套工程体
系，建立了深空测控网，使我们深空测
控能够达到全球布局，支撑整个任务
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探月工
程系统地带动了我国航天科技的整体
发展。

吴艳华说，探月工程建设提升了
我国深空探测核心能力，培养造就了
一支专业化、年轻化、能打硬仗的人才
队伍，完善形成了组织实施复杂航天
工程的系统方法。

多项创新支撑 带动我国航天科技整体发展

十年磨剑，载誉归来！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着陆。
过去的23个日夜，嫦娥五号完成了1次对接、6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5次样品转移，

经历了11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
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

样品将怎样储存、研究？17日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权威专家第一时间作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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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12 月 17
日 1时 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
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向探月工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
嫦娥五号任务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嫦娥五号任务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
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
迈出的一大步，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
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对

你们的卓越功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强调，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

无止境。希望你们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
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为建
设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
新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贡献。

国务委员王勇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嫦娥五号任务飞控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电。

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
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其成
功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
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12月17日，在北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人们欢迎嫦娥五号返回器回到
出生地。当晚，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嫦娥五号返回器被空运至北京并
正式回到“出生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按计划，回收后的嫦娥五号返回

器将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国家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向地面应用系
统移交月球样品，我国首次地外天体样品储存、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也将随之启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嫦娥五号返回器 17 日凌
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
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并在圆
满成功后获得海外各界赞誉。

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
欧洲航天局控制中心当地时
间 16日多次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追踪报道”嫦娥五号的“回
家”之旅：“我们收到了嫦娥五
号的信号！”“对于嫦娥五号的
返回，欧航局正协调跟踪站网
络和马斯帕洛马斯地面站向
中国国家航天局提供跟踪服
务。”“正如预期，各站已看不
到该航天器，我们对这一激动
人 心 的 任 务 的 参 与 已 经 完
成。预计很快就会着陆。祝
福嫦娥！ 我们期待着欢迎你
的归来。”“中国国家航天局找
到了嫦娥五号！！”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
间 16 日刊文指出，中国一直
在推进长期的太空探索计划，
嫦娥五号任务上个月成功开
启，很快从月球表面完成采样
并返回，整个过程令人满意。

日 本 共 同 社 17 日 报 道
说，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
后第三个采集月球土壤的国
家，这也是人类时隔 44 年再
次成功采集到月壤。中国正

朝着太空强国的目标积累技术和经验。
德国新闻社当地时间 16日发表文章说，

研究人员对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充满期
待，相关研究可为了解月球的火山活动和历
史提供新线索。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当天也
报道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样品将带来关于
月球的新认识。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教授布
拉德利·乔利夫说，嫦娥五号将月球“宝藏”带
回了地球。此次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的着陆
点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其收集并带回地
球的样品属于月球上最年轻的火山表面样
品。嫦娥五号采集的月球样品能够填补相关
空白，为月球年代学研究提供关键信息。

美国圣母大学地球科学家克莱夫·尼尔
表示，嫦娥五号带回的样品代表着完全不同
的月球历史年代，这无疑将有助于人类更好
地了解月球的发展演变。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欧洲航天局当地时
间 16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回家，嫦娥
五号”，对嫦娥五号返回器顺利返回地球表示
祝贺。

法国著名科技杂志《科学与未来》当地时
间 16 日晚在其网站上报道了嫦娥五号返回
器成功着陆，称其采集的月壤对科学研究至
关重要，有助于更好了解月球历史。

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研究所所长彼得鲁科
维奇评论说，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没有任何故障和问题。

俄科学院航天研究所核物理行星学部主
任米特罗法诺夫说，本世纪人类有望启动月球
开发，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此次成功完成任
务，积累了经验，为探索“月球宝藏”开启大门。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的一篇文章援
引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者杰茜卡·巴恩斯的
话说，作为一名研究月球的科学家，嫦娥五号
任务让她非常鼓舞，同时让她欣慰的是时隔
40 多年后终于有人类航天器重返月球并采
集月壤。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的一篇报道说，随
着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
中国航天项目抵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成为
时隔 40 多年来首个完成落月采样并返回地
球的国家。

印度多家媒体 17 日报道了嫦娥五号成
功返回地球的消息。印度报业托拉斯在报道
中详细介绍了嫦娥五号从离开月表到返回地
面的整个过程，并援引中方消息报道说，这标
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计划圆
满结束，并且为将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索奠定
基础；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已实现了中
国的数个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在地外天体的采
样与封装，第一次在地外天体上点火起飞，第
一次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等。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
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自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着眼联合
作战计量保障要求，立足军队计量建设和保障特点规律，继承成
熟经验做法，吸纳实践探索成果，构建整体优化、协同高效的军
队计量管理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督制度体系，规范军队计量建设
各方面全过程工作运行。

《条例》共 9章 44条，明确军队计量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
原则、管理分工等，优化运行机制，保证军队计量工作在新体制
下顺利开展。健全军队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标准、计量检定人
员、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设管理，规范军队采购地方计量服务，全
面重塑军队计量技术体系。规范军队计量保障组织实施方式方
法，规定计量周期检定、保障目录、保障模式，明确监督管理要
求，构建覆盖军队计量各层次各领域的监督管理模式，提高部队
备战打仗计量保障能力。

确诊飞行员江油密接者
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新华社成都12月17日电（记者 董小红 张超群）17日，四川

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截至 12月 16日 24时，12月 14日
成都新增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在江油市参加12月 12日婚宴的
密切接触者共 50人（绵阳本地 26人，外地 24人、已通知当地落
实相应管理措施），次密切接触者7人（绵阳本地6人，外地1人、
已通知当地落实相应管理措施），一般接触者261人。在绵阳的
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法国总统新冠检测阳性
几天前曾参加欧盟峰会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17日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将自我隔离一周。
爱丽舍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马克龙在出现初期症状后接

受新冠检测。17日得到的检测结果呈阳性。马克龙将自我隔
离7天，其间继续远程办公并履行总统职责。

欧洲联盟冬季峰会1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闭幕，马克
龙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峰会。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 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过去 24小
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615例，累计确诊接近241万例；新增死
亡病例292例，累计死亡超过5.9万例。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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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创造五项“中国首次”
——权威专家解读中国航天里程碑式新跨越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于今年初联合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到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
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这一规定被业内称为
“禁管令”。

年底，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些大型餐饮企业已经不再提
供一次性塑料吸管，有的用可直饮杯盖代替，有的换成了纸吸
管，有的开始使用可降解吸管，但是多数餐饮企业还在观望中继
续使用塑料吸管。 新华社发

重庆一批进口冷冻牛肉
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
新华社重庆12月17日电（记者 周闻韬）记者从重庆市大渡

口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16日晚，大
渡口区在常态化排查中发现，重庆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一批次
巴西进口冷冻牛肉 8份外包装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目前涉及冻库已实行封闭管理，涉同车次其他冻品已通报相关
流入地，按疫情防控要求处置。

据悉，该批次冷冻牛肉系从上海发往重庆，共 130件，其中
123件未售出，已就地封存；7件已销往重庆市内有关区县，均未
使用，已就地封存。

截至 17日 20时许，重庆已排查出高危暴露人员 12人，检
测结果均呈阴性。相关人员均按规定实行健康管理。

人口普查事后抽查开始
明年4月陆续公布数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陈炜伟 张宇琪）“您好，

我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事后质量抽查员。”近日，在天津市
河西区天成公寓，魏若辰身着黑色马甲，佩戴抽查员证，手持平
板电脑，敲开了住户何大爷家的门。

“上次普查员到您家是人口普查入户登记，这次是普查的事后
质量抽查。我们随机抽取一小部分小区，再登记一次相关信息，通
过前后对比来确保普查数据质量，感谢您的配合。”魏若辰解释说。

随着现场登记工作的结束，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转入
事后质量抽查阶段。

记者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
到，此次事后质量抽查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方案，组建了 31个抽
查组，抽调了 1000 多名抽查人员，对覆盖 31 个省（区、市）的
141个县、406个普查小区，约3.2万户、10万人进行现场调查。

我国的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在事后质量抽查之后，
此次人口普查还将进行数据处理、评估、汇总等，2021年 4月开
始将陆续公布普查主要数据。

习近平致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祝贺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大力弘扬探月精神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九天揽月“嫦五”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