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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俄汉、法汉、西汉、日汉对照版，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分 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俄汉、法汉、西汉、日汉对照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汉对照版，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深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多 语 种 对 照 版 出 版 发 行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9月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威廉·萨莫伊·鲁托，祝贺他当选肯尼

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肯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肯关系发展，

愿同鲁托总统一道努力，推进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肯尼亚当选总统鲁托致贺电
“全球首创高生物安全风险疫苗生产车

间技术标准、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

体、快速研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技术及临床

用药……”9月 7日，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就有关情况，在回

答科技日报记者关于抗疫科研工作的提问

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

以组织实施新药创制和传染病防治两个科

技重大专项为“抓手”，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

上述抗疫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我

国 10 年来卫生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一

隅”。在推动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

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等方面，我国卫生科技工作 10年来

始终持续发力。

助力构建优质高效
医疗服务体系

会上，一组数据的对比直观反映出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水平——

202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1/10

万、婴儿死亡率为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为7.1‰，3个指标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中位

数和平均值（分别为43/10万、9‰和11‰）。

妇女和儿童的健康保障是优质高效医

疗服务体系的“晴雨表”。10 年来，为构建

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我国依托代表全

国顶尖水平、引领全国医学技术发展方向

的医疗机构，设置了 12个专业类别的国家

医学中心，建设 50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 1.5万个，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目前，50%的县医院能够

开展复杂手术，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

问题。

李斌介绍，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

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和村里解

决的目标得到进一步推进，我国年人均诊

疗次数、住院率等指标逐步达到或接近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2021 年，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服务 42.5 亿人次，占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的 50.2%。

提升卫生应急核心能力

在卫生应急体系和核心能力建设方

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常继乐介绍，我国的

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

缩短到 4 小时以内，并具备在 72 小时内检

测 300 多种病原体的能力。我国已建成 4

大类 59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

李斌表示，新药专项推动我国新药研

发由“仿”到“创”的跨越式发展，传染病专

项提升我国及时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

病的综合防控、应急处置和科学研究能

力。基于对重特大疫情的快速反应和处

置能力，我国在抗击埃博拉、新冠肺炎等

疫情中体现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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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杭州 9月 7 日电 （洪恒飞
记者江耘）7 日，中欧非绿色能源发展论坛

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中国、欧盟、非洲的

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嘉宾及业

界百余名代表，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中欧非绿色能源共同发展”主题，就加快绿

色能源转型、推进各国互补合作进行研讨

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欧盟协会会长

刘奇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气候变

化日益严峻的冲击，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

是《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的积极推动者，

也是始终如一的践行者。中欧非三方在应

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有许多共

识，也有多方面合作潜力。三方应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的合作，深化绿色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交

流合作，携手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

路，共同守护好地球这颗蓝色星球。

回顾 2022 年夏天，频繁出现的极端天

气向人类社会敲响警钟。面对气候变化、

环境风险挑战、能源资源约束加大等日益

严峻的全球问题，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法

国 Eranove 集团在非洲中部国家加蓬共同

开发的水电站项目是一个绝佳的例证。”法

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可持续发展能源、交

通参赞马乐举例道。

他认为，为了使外贸充分促进彼此经

济的发展和升级，并在三地创造良好的就

业机会，必须促进实现一个基于规则的国

际贸易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欧盟

和非洲来说，与中国发展更公平和平衡的

贸易关系是必要的。 （下转第三版）

应 对 气 变 推 进 合 作

中欧非绿色能源发展论坛开幕

科技日报深圳9月7日电（赵静雯 记者

刘传书）记者7日从鹏城实验室获悉，我国首个

基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距地面约3.6万公里）

的 Q/V频段星地通信试验系统在鹏城实验室

成功运行，该系统对标欧空局和德国宇航中心

基于 AlphaSat（阿尔法卫星）Q/V 频段载荷的

星地通信试验系统，填补了我国Q/V频段高轨

星地通信试验系统建设和研究的空白。

随着在轨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卫星轨

道越来越拥挤，各国均把空间频率资源视作

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和抢占。目前，传统星地

通信使用的频段已趋近饱和，卫星通信正在

寻找新的可用频段，Q/V 频段由于其带宽大、

容量高，成为未来发展的热点频段，也是未来

10年国际通信卫星竞争的焦点。

但是，Q/V 频段星地通信易受雨衰（指电

波进入雨层中引起的衰减）等传播环境的影

响，其无线电传输特性是毫米波频段卫星通

信面临的基础问题，最直接和最可靠的研究

方式就是开展长期的星地实际测试。

据介绍，鹏城实验室搭建的 Q/V 频段星

地通信试验系统由实践二十号卫星的 Q/V频

段载荷、Q/V 频段地面站、自动气象站和数据

自动采集存储系统等组成，支持 Q/V 频段星

地信道在不同气象环境下的实际测量与抗衰

落技术的有效性验证。

记者获悉，基于上述星地通信试验系统，

研究团队在国内首次完成了 Q/V频段星地信

道传播特性数据采集和测量，并已累计采集

超过 1400 小时的 Q/V 频段星地信道数据。

基于实测数据，研究团队提出了国际电联降

雨衰减修正模型，可较为准确地对 Q/V 频段

降雨衰减进行预测。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开

展中国地区的 Q/V频段降雨衰减等值线地图

绘制工作，从而为 Q/V 频段地面站选址和资

源配置提供依据。

Q/V 频段星地通信试验系统的搭建以及

相关试验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我国及

早在国际上占据该频段资源优先使用权；同

时，可为我国后续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的频率

规划、星地指标、通信体制及信关站选址等设

计工作提供真实有效的科学依据，为以超大

容量宽带通信卫星为代表的空间基础设施建

设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首个 Q/V 频段星地通信试验系统成功运行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9月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致贺电，祝贺巴西独

立 200周年。

习近平指出，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地区和

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不久前，我同博索纳罗总统共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

晤，推动金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关系平稳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

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博索纳罗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 巴 西 独 立 200 周 年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致贺电

月壤是冷是热？导热性好吗？我国航天

人把温度计“贴”在月球表面进行了实地测量。

基于嫦娥四号探测器对月球背面表层月

壤温度的就位测量结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行星科学研究所、澳门科技大学和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月壤具有非常好的

隔热性，可作为月球基地表面隔热材料。

论文通讯作者、嫦娥四号月球探测任务

核心科学家团队成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副教授黄俊 9 月 7 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是人类首次利用就位探测数据揭

示月球背面月壤的热物理性质，对于认识月

球地质历史和探月航天器设计具有重要意

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我国首份英文版综

述性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

“就位探测保持了月壤的原始堆积方式，这

对准确分析月壤的热导率十分关键。”黄俊解

释，热导率是物体传导热量的能力，月壤的热导

率与固体颗粒的堆积方式和大小有关，自美国

“阿波罗计划”实施以来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嫦娥四号着陆器两根导轨

的底端，安装了 4 个与月壤直接接触的温度

计，每 900秒测量一次月壤的温度。此项最新

研究采用了嫦娥四号着陆后第 3 个月的月壤

温度数据。

测量结果显示，月壤温度具有白天高、晚

上低的特点。日出后月壤温度快速上升，正

午左右温度达到最高值，超过 20℃，正午之后

温度开始下降，傍晚时温度急剧下降至大

约－170℃，到了夜间温度则缓慢下降。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

士生肖潇表示，白天月壤的温度主要受太阳

辐射和周围环境热辐射的影响，夜间月表温

度的变化主要受月壤的热物理性质影响。

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嫦娥四号着陆点月壤颗

粒的平均粒径约为15微米，大概是一根头发粗细

的五分之一；月表和月壤内1米深处的月壤热导率

分别为1.53×10-3W/（m·K）和8.48×10-3W/（m·
K）。“月壤导热的能力仅是空气的十分之一，水的

百分之一，铁的万分之一。”肖潇表示。

“这说明在月球表面的真空条件下，月壤

的热导率极低，是非常好的隔热层。未来在

月球极区建立月球基地，可在基地表面覆盖

一层月壤，以防止有害的宇宙辐射，并避免白

天温度过高和夜间过度冷却。”黄俊说。

嫦娥四号最新成果：月壤可作月球基地隔热材料

“这款干红后劲大不？”

“口感怎么样？”

“这是获 2022CWS 年度大金奖的一款，

你尝尝就知道了……”

9 月 7 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红酒

街，来自法国勃艮第的姑娘陈仙妮作为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国际推广大使、西鸽酒庄全球

品牌大使，耐心回答嘉宾各种提问。

当日，第二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

化旅游博览会盛大启幕，来自国内外的经销

商云集宁夏，品佳酿，商合作。

开幕式现场公布，2022年“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品牌价值达301.07亿元，在参评的246个全

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中名列榜单第9名，相

比2016年第一次参评，品牌价值翻了一倍多。

此外，宁夏与京东集团、香港投资集团等

企业签订融资、投资、销售类项目合作协议 54

个，总金额达 173.46亿元。

好山好水酿好酒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 38 度，海拔 1100

米，这里有黄河滋养、贺兰山庇佑，光热资源

禀赋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是全世界公认的

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

近年来，宁夏这一紫色产业在党中央大

力支持下，特别是借助去年国家葡萄及葡萄

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发展踏

上“快车道”。

截至 2021 年，全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52.5 万亩，占全国种植总面积的近 1/3；现有

酒庄 228家，年产葡萄酒 1.3亿瓶，占国产葡萄

酒酿造总量的 37.3%，综合产值 300亿元。

今年 6 月份举行的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上提出，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以葡萄酒、

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六特”产业

为重点，打造集研发、种植、加工、营销、文化、

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小葡萄”有“大野心”，因为它有“大后台”。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有一支起源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的葡萄学科团队，始终围绕自

治区葡萄产业发展需求和结构调整，开展科

研、示范、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工作。

“团队涵盖葡萄育种、栽培、水肥管理、病

虫害防治、酿造加工等多个学科，能够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支持产业发展。”该院园艺

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体系贺兰山东

麓综合试验站站长、宁夏酿酒葡萄产业首席

专家陈卫平说。 （下转第二版）

科技助力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发展“后劲”足

来自埃塞俄比亚、埃及等非洲 8 国的青
少年 9月 6日通过网络视频与正在中国空间
站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行“天宫
对话”活动。来自中非各界近千人出席。

图为在埃及开罗拍摄的“天宫对话”活动埃
及分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天宫对话”非洲青少年

9 月 7 日，以“和合共
生”为主题的 2022“故宫
以东”共创大会在北京市
东城区举办，大会发布了

“故宫以东”共创计划实施
方案。

图为观众在欣赏创意
文旅产品。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