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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尚未毕业的他
就定下了自己的志向——人造卫星。1962年，他回到祖国，如愿
加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究队伍。他参与了我国人造卫星、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三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他就是我国
航天遥感技术的倡导者之一、微波遥感技术的主要开创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姜景山。扫描二维码，聆听姜景山的入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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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至10日，2021中国国际石油
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在京举行。展会邀
请国内外著名油气企业及科研院所，集中
展示石油石化、页岩气、海洋工程、天然
气、管道与储运等涉及能源领域的最新技
术和装备，为企业及研究机构提供专业的
国际化能源合作、采购、交流平台。

右图 观众观看先进能源技术演示。
下图 新型油气能源装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油气装备

创新技术

◎本报记者 张 蕴

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6 月 8 日致电伊萨克·赫尔佐格，祝贺他当

选以色列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近年来，中以两国

各层级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持续推进。我高

度重视中以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巩固

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

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以色列当选总统赫尔佐格致贺电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2日电 （记者尚
昊）以色列议会 2日举行总统选举，前工党领

导人伊萨克·赫尔佐格在拥有 120 名议员的

议会中赢得 87票，当选以色列第 11任总统。

赫尔佐格在当选后发表电视讲话表示，

他将致力于在目前以色列分裂的社会中“建

立桥梁”，“维护民主基础”。

赫尔佐格1960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曾从事律师职业。他

2013年当选工党主席，后来还担任过中左派联

盟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他父亲是曾

任以色列第6任总统的哈伊姆·赫尔佐格。

以色列是议会制国家，总统由议会选举

产生，任期 7年，不能连任。以色列总统是象

征性和礼仪性的国家元首，无实际行政权。

现任总统里夫林的任期将于 7月结束。

6月 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设

计部门察看产品生产、设计情况。习近平

总书记表示，藏毯是一种特色产业，你们很

好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结合在一起，契

合了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藏毯产

业是符合青海实际的产业，有扶贫致富、推

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还有促进民族团结的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希望青海发展更多这

样的特色产业，靠创新实现更好发展。

这家地毯企业，正是青海藏毯产业代

表企业之一。

经过近 20 载发展，以“圣源”“藏羊”

“大自然”“卡比特”为代表的青海藏毯产业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仅是青海外向型经

济的优势产业，亦成为青海特色产业依靠

科技创新走向世界的民族瑰宝。而今，青

海已是全球最大的藏毯生产基地。

生态之需：特色产业
勃发崛起

藏毯是手工栽绒地毯的一大类，它起

源于中国西部，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老

民族藏族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青海是

“西宁大白毛”主要产地，“西宁大白毛”属

藏系绵羊毛，被国际地毯行业一致公认为

编织地毯的最佳原料。用它编织的藏毯坚

韧耐磨、质地柔软、毯面洁净、不易虫蛀，且

使用年代越久，光泽越清亮。

得益于青海多年来坚定不移实施生态

立省战略，“西宁大白毛”源源不断地从这

块肥沃土壤中汲取养分。

2003 年，青海省政府就发展青海藏毯

产业制定规划蓝图，提出以产品为核心，以

产业为主导，培养国际性集团化藏毯企业，

整合要素资源，扩展产业链，使相关产业协

同发展的产业整合发展思路，将西宁打造

成“世界藏毯之都”。

10 余年间，青海不断培育骨干企业，

加快产业集聚，形成了以藏毯生产为龙头

的特色毛纺织产业集群和集原辅材料供

应、生产加工、市场销售、中介服务为一体

的产业化生产格局。

青海省作为全国乃至亚洲的重要水源

地和全球重要生态屏障，不可替代的生态

地位、生态功能及欠发达的省情决定了青

海向绿色要效益的独特优势和典型意义。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对

藏毯产业的发展定位而言，又是一场妙笔

生花的契合。

绿色产业的辐射作用，引导扶贫企业

辐射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就业，既让

贫困地区农牧民得到了实惠，也在很大程

度上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力。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玛多县

扎陵湖乡河源新村，是国家实行三江源生

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以来首个整体搬迁的移

民新村。2004 年，为保护生态，河源新村

的村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地方，来到 400

公里外的玛沁县。如今，河源新村居民居

住条件极大改善，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大力发展藏毯编织等后续产业。

越来越多的牧区百姓与河源新村的百

姓一道，一边保护着自己的家园，一边沐浴

在绿色产业的春风里，用勤劳的双手脱贫

致富。

发展之本：传统工艺
碰撞现代科技

作为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

地，近年来，青海省不断推动向西开放，提

升对外经贸合作水平，进一步加强与周边

国家民族商品的贸易联系，建设面向中亚、

西亚、南亚的出口加工区、商贸城等国际营

销网络，逐步扩大藏毯、特色纺织、高原特

色农畜产品等对中亚国家的出口。

产品旺盛的需求，对传统藏毯工艺不

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将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是藏毯产业发展面

临的必答题。

科技日报记者从圣源地毯获悉，为满

足客户对图案设计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

圣源引进比利时高速阿克明斯特织机。高

新技术的应用让企业既拥有了大规模生产

的低成本和高速度，又具有定制生产的灵

活性，工业化和个性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手工枪在地毯上清晰地划过，图

形轮廓立即显现。“枪刺地毯由于是手工操

作，相对于机织地毯，没有长度和宽度的限

制，更适合于大宽幅产品制作。”该企业负

责人介绍。

同时，“个性化定制”正成为藏毯消费

新趋势。目前，圣源地毯正与高校人工智

能团队合作，通过大数据计算，能为消费者

匹配不同装修风格的藏毯图样设计，染料

颜色高达 18000多种。

2007 年建厂以来，圣源地毯从最初的

两台织机，到现在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机器

设备、技术工艺，年产机织毯达 300 万平

方米，实现年产值上亿元。通过技术革新

引进智能制造设备，对外出口贸易随之扩

大，藏毯远销欧美、中东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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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 8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增进友谊、扩大合作、

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 2月，中国－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功举行，我强调新形势

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要坚持务实导向，

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提出计划今后 5年

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价值 1700亿美元以上

的商品，争取未来 5年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

进口额翻番，继续推进宁波等地中国－中东

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在有关各方共

同努力下，峰会各项成果正在得到落实。

习近平强调，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的举办，有利于增进中国市场对中东欧

商品了解，有利于扩大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

有利于各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促进经济复苏。希望各方以此为契机，不断

发掘合作潜力，携手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当日在浙

江省宁波市开幕，主题为“构建新格局、共享新机

遇”。博览会由商务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嘉宾和企业参展。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宁波6月8日电 第二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 8 日在宁波开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开幕

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胡春华指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进

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方向和目标，必将对凝聚各方共识、推动更

高水平互利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近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果，双边贸易2020年首次突破千亿美

元，双向投资稳步扩大，中东欧国家在亚欧互联

互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中东欧地方合

作方兴未艾，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胡春华强调，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

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正在迎来更加光明

的前景。中方愿同中东欧各国一道，认真落

实习近平主席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

要共识，共同应对疫情挑战，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推动贸易合作优化升级，深化投资

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效。

当天上午，胡春华还出席了中国－中东

欧国家联合商会第六次会议开幕式。他表

示，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成立以来，积

极为企业合作牵线搭桥，影响力不断增强。

希望商会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为加深企业相互了解、促成项目落地提供

更好服务。

第 二 届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博 览 会 开 幕
胡 春 华 宣 读 习 近 平 主 席 贺 信 并 致 辞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8日电 （刘晓倩 记

者陆成宽）8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获悉，利用青藏高原中部唐古拉山区

赤布张错湖泊岩芯沉积物的多指标数据，该

所研究人员重建了长江源区过去近 13000 年

的古气候变化记录。研究表明，该区域经历

了从冷干到暖湿再到凉干的过程，目前呈现

暖湿化趋势。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地学

《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杂志。

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是目前全球

变暖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未来受全球气候变

化影响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西风与南亚季风

是控制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决定性因

素。长江源区处于现代南亚季风北缘，是受

西风与季风协同影响的过渡地带和内外流区

的分界地带。“该区域一直缺乏覆盖万年以上

的连续环境变化记录。”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

究员朱立平说。

为此，研究人员对取自该区域赤布张错的

湖泊岩芯进行粒度与元素等多指标分析，评估

了南亚季风与中纬度西风之间过渡带自晚冰

期以来的古气候变化特点以及环流效应。结

果显示，长江源区晚冰期末期以来的气候变化

分为4个阶段：距今12700年—10600年的晚冰

期相对寒冷；距今 10600年—6600年的早全新

世比较暖湿；距今 6600 年—1900 年的中晚全

新世温凉偏冷和干燥；最近 2000年，气候出现

变暖变湿的趋势，又以最近500年最为显著。

“长江源区过去 1 万多年的有效湿度，整

体遵循南亚季风区的变化模式，即早全新世

有效湿度最大，中全新世湿度逐渐降低，晚全

新世干燥，目前该区域气候水文条件处于温

和偏湿的状态，可能接近早全新世晚期。”朱

立平说，这项研究有助于评估长江源区水资

源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为三江源区生态环

境评估及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长江源区近13000年古气候变化记录重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中指出，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

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

深、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科技创新精度显

著加强，深空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

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

前激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发达的空间科学探索
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

空间科学研究是以航天器为主要工作平

台的重大交叉科学前沿，属于体现国家意志

的定向基础研究。发达的空间科学探索是科

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历来将空间科

学探索作为航天活动的国家核心战略。美国

从发射人类第一颗科学卫星“探索者 1 号”开

始，先后实施了哈勃空间望远镜等四大空间

天文台计划，遍历了太阳系主要天体，首次进

入恒星际空间，发现了地球辐射带，开辟了 X

射线天文观测新窗口，贡献了有关月球的大

部分科学知识，率先找到了火星水冰存在的

证据，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了 138

亿光年的深邃宇宙……这些重大的科学成果

和发现更新了人类的知识图谱。

科学发现只有第一。回顾历史，从 20 世

纪中叶开始的太空竞赛，从最初的苏美“双雄

争霸”到现在美国“独占鳌头”，一个重要且根

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航天活动强调科学牵

引，依据空间科学战略研究成果“十年调查”

给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并安排了相应的经

费保障。在全球已发射的 1006颗空间科学和

深空探测器中，美国发射运行了 455颗科学卫

星，其中深空探测器 116 个，引领了世界航天

高技术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些科学

任务是美国能够取得众多基础研究重大突破

的根本所在，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等诺贝尔奖

成果不过是其中的亮点之一。

我国空间科学发展潜力巨大

迄今我国已实施了约 15 个空间科学任

务。无论专用科学卫星还是深空探测器数

量，均与航天强国有巨大差距。尽管如此，

我国空间科学已扎实起步，在暗物质粒子探

测、空间量子科学实验、硬 X 射线天文探测

等方面取得了若干重大原创成果。嫦娥四

号首次实现人类航天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

陆，嫦娥五号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我国深空探测体系

初成，初步具备了地外天体探测的“绕、落、

回”能力。

放眼国际，载人航天与非载人的星际探

索是当今人类太空活动的两种主要形式。

面向空间科学原始创新和国家重大需求，利

用系列专用科学卫星、深空探测器等，探寻

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空间的自然现象，拓展

人类视野和活动疆域，促进人类文明永续发

展，将是我国星际探索当前和未来发展的主

要方向。

实际上，拜登政府比以往的美国政府更

加重视空间科学的战略地位。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2022 财年预算总额 248.01 亿

美元，较上年增长 15.3 亿美元。其中空间科

学预算 79.31 亿美元，占 NASA 2022 年总投

入的 32%，用于支持基础研究、在轨运行和未

来科学任务研发。如果我们不能将空间科学

的发展提升到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高度加以重

视，不仅可能会错失利用我国航天工程成就

实现基础研究原创突破的大好机会，而且还

很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美国等航天强国现有

的差距。

加强对空间科学重大
问题研究的前瞻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对空间科学发展寄予厚

望，要求我们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下转第三版）

努力实现空间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