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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中
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时隔近五年，又一艘神舟飞船要起航了。6月16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期间公布，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

射定于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成，神

舟十二号也将成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 我国航天事业再一次圆梦的同时，

太空经济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空间站建设、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等项目的推进，

以卫星导航为首的航天产业也正在加速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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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发射读秒 载人航天逐梦空间站

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神舟
十二号出征，载着三名航天员，奔赴
浩瀚太空，奔赴中国在天上的“家”。

时隔五年，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
第七次出发，有经验丰富的老熟人，
也有终得所愿的新面孔。56岁的聂
海胜， 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号，再
到如今的指令长， 已是三上九霄；
同为 1988年入选首批航天员的刘
伯明， 执行过神舟七号飞行任务；
团队里最年轻的是45岁的汤洪波，
虽是首次上天， 但也有过备份航天
员的经验。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瞢
闇，谁能极之？追随先哲的发问，寻
找答案需要异想天开， 也需要脚踏
实地。

自1992年9月21日立项至今，三
十年筚路蓝缕，中国航天的脚印一步
步踏入太空腹地：从11艘神舟飞船到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从“嫦娥”奔月到
“天问”探火，从“北斗”指路到“天宫”
揽胜。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前沿
系统工程之一，航天事业的发展取决
于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对于航天员
而言，要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摆脱地
心引力的桎梏，也要在前所未有的环
境里承受8倍于自重的压力； 之于整
个载人航天事业，则是小到饮食起居
的颠覆， 大到精密设备的严丝合缝，
差之毫厘，谬之不止千里。

千年浪漫神话一点点照进现实。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在大海与
星辰之间，航天人的征途，是脱胎神
话的浪漫情怀，也是探索未知的科学

理想。数万人的攻坚克难，数百亿的
资金投入，不只是为了给过去一个答
案，更是为了逐梦未来。

被现代技术推上天的航天事业，
反过来也推动着科学车轮滚滚向
前。指引方向的导航，精确的风暴预
警，物理天文、生物医学，新技术新
成果在太空里催化孕育， 在探索未
知中反哺已知， 造福每一个仰望星
空的人。

Ernst�Stuhlinger博士有一篇著名
的文章———《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回
应一名赞比亚修女对“在地球上不少
儿童因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
为太空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的疑
惑，其中写道，“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
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
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
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
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

眼下， 不只是人类公共事业，航
天竞赛也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
争分夺秒，从政府到民间，从新基建
到新军工， 商机和市场浮出水面，
SpaceX和维珍银河前赴后继，马斯克
和贝索斯争相上天。军用也好，商用
也罢， 先发制人掌握太空话语权，才
能在资源争夺战中拥有独立自主的
能力。

纵使脚下土地坚实，耳畔清风和
煦，眼前鸟语花香，我们的生活仍被
柴米油盐所束缚，也不要忘记仰望星
空， 就像施韦泽一样，“忧心忡忡地
看待未来， 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无论宇宙有没有尽头，人类的梦想从
无止境。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神舟飞天：从追随者到先行者
汤艺甜

消费稳步恢复 国民经济扩内需显效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受到去

年同期基数影响，各项指标同比增速趋缓，国

民经济逐步从快速增长转向稳中加固。6月16

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国

民经济运行情况。前5月，国内经济增长的动

力逐渐向内需增长拉动的常态回归。城镇居

民失业率逐月下滑，支撑消费对经济贡献度

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

示，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变。未来，随着继续推进双循环，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好

的发展态势。

随着经济的稳定恢复，国内就业形势总

体改善。从主要数据来看，不论是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还是重点人群调查失业率，均出现

不同程度下降。具体而言，5月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较4月再降0.1个百分点。其中，

25-59岁的调查失业率为4.4%，比4月下降了

0.2%，总体就业形势在改善。

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就业支撑之下，消费

数据也在逐步归正。付凌晖指出，从今年的情

况看，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提升的。

去年受疫情影响，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是负

拉动的，全年经济增长2.3%，主要受投资和出

口拉动。但从今年来看，随着经济的持续恢

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

据统计，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945

亿元，同比增长12.4%；比2019年5月增长

9.3%，两年平均增速为4.5%。其中，除汽车以外

的消费品零售额32257亿元，增长13.2%。扣除

价格因素，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10.1%，两年平均增长3%。从环比看，5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81%。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从同比

增速看是有所放缓，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基数

因素的影响。上年同期社零总额在逐步恢复，所

以基数在走高。但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扣除基

数效应的影响，5月的两年平均增速比上个月还

加快了0.2个百分点。这可以说明，市场销售总体

是在逐步回升的。”付凌晖说道。

付凌晖表示，从下一阶段来看，消费恢复

仍有较好支撑：就业在扩大，居民收入增长，有

利于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经济向好，整体发

展恢复，国内疫苗接种也在扩大。据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国内疫苗接种超过9

亿剂次；此外，随着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的实

施和国内疫情防控的总体有力，价格涨幅总

体温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

神舟十二号是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

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将

成为“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并

在轨驻留3个月。

据了解，三名航天员中，特级航天

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六号、神舟十号

载人飞行任务，特级航天员刘伯明参

加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二级航

天员汤洪波是首次飞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

季启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根据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总体安排，三名

航天员在轨期间将主要完成四个方面

的工作，计划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

作业。

这四项主要任务中，首先要开展核

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包括天和核心

舱在轨测试、再生生保系统验证、机械臂

测试与操作训练，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管

理等。关于两次出舱活动，则包括舱外服

在轨转移、组装、测试，舱外工具箱的组

装、全景摄像机抬升和扩展泵组的安装

等工作。

在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方面，航

天员要进行空间应用任务实验设备的组

装和测试，按程序开展空间应用、航天医

学领域等实（试）验以及有关科普教育

活动。此外，航天员还需要关注自己的

身体健康，按计划开展日常的生活照

料、身体锻炼，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

身健康状态。

据悉，本次航天员们的舱内活动空间

已经从天宫一号的15立方米提升到了整

站的110立方米，航天员们也可以从“站

睡”升级到“躺睡”，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同

时，智能技术也应用在中国空间站中，每

位航天员都配备有一个手持终端，可以根

据个人需求通过App调节舱内照明环境，

从而能够调节航天员的情绪。

神舟十二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和核

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

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

3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

发布会上，季启明介绍，目前，天和核心舱与

天舟二号组合体状态稳定，各项设备工作正常，

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舟十二

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综合演练，航天员飞

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

今年4月，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

号B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至此，天和核心舱

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第一个空间站核心舱。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今明两年将接续实施

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

运飞船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并于2022年完成

空间站在轨建造，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

发展战略第三步的任务目标。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审议批准开展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并明确了载人航天“三步

走”的发展战略。近30年来，我国已实现了从步入

太空到建立空间站的阶段，季启明透露，中国将

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

空实验室。这之后，空间站也将进入到应用与发

展阶段。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

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目前，中国的航天计划还瞄准了包括月球、

火星在内的更多星体。去年12月，嫦娥五号返回

器已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而今年6月12

日，国家航天局秘书长许洪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中国拟于2028年实现火星取样返回，2029年

实现木星系及行星际穿越。

随着一系列项目的进展，航天产业规模逐渐

扩大，许多细分行业已经或正在实现商业化。其

中，卫星产业迅速成熟，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独

立运行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更是融入到从

民生、通信、金融到国防的各个领域，并与大数

据、无人驾驶、5G等技术快速融合。

正在推动北斗系统应用与产业化的中海达

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目前我们的北斗产品应用场景包括

人员安全防护、数据采集、海洋探测、智能施工

等，比如北斗人员安全防护系统，已在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等铁路部门得到应用，保障

特殊场景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实景三维解决方

案则在全域实景三维数据生产、数字乡村、智慧

枢纽室内外融合建模等领域得到应用。”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2021中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0年国内卫星导航定位终端产品总销量超

4.36亿台，其中具有卫星导航定位功能的智能

手机出货量达到2.96亿台。而预计到2025年，综

合时空服务的总体产值预计达到8000亿-1万亿

元规模。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阮航达

猪价探底 国家发改委发布三级预警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杨月涵）连跌19周后，

国家层面开始为猪价预警。6月16日，国家发

改委表示，猪粮比价进入过度下跌三级预警

区间，并提示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经营

决策。半年暴跌60%，跌破成本线……过去这

段时间，因为猪价下跌带来的恐慌正从消费

端向资本市场蔓延。在此背景之下，已有多部

门出手意在稳猪价、稳市场。

近期，由于大体重生猪集中出栏、进口冻

猪肉增加及季节性需求偏弱等因素叠加影

响，生猪价格持续下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

据显示，6月7日-11日，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

5.88：1，进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
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定的过度下跌三级预警区间。国家发

改委建议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经营决

策，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在过度下跌情形预警分级中，《预案》提

到，当猪粮比价低于 6：1时，发布三级预警；
当猪粮比价连续3周处于5：1-6：1，或能繁母
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5%，或能繁母猪

存栏量连续3个月累计降幅在5%-10%时，发

布二级预警；当猪粮比价低于5：1，或能繁母
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10%，或能繁母猪

存栏量连续3个月累计降幅超过10%时，发布

一级预警。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对北京商报记

者分析称，国家发改委的监测数据是以周来

计算的，但近期猪价下跌速度比较快，国家发

改委的监测其实比市场情况稍晚一些。冯永

辉解释称，这一波下跌是从今年1月6日开始

的。当时全国瘦肉型猪的出栏均价是36.7元/公

斤，但现在已经跌破15元/ 公斤了。如果以天

计算，猪粮比价在1月6日的时候是12：1，属于
过高的一级预警，现在绝大部分地区玉米价

格在3元/公斤左右，猪粮比价实际上已经跌到

了5：1以下，其实应该是一级预警的，只是官
方按周计算会稍微滞后。这也充分反映出，现

在生猪市场已经进入深度亏损。

亏损已经开始沿着产业链传导。有媒体报

道，按照每头猪1800元的采购成本，生猪养殖

户卖掉一头300斤的肥猪大约要亏损1000元。

下游企业也开始遭殃，比如养猪龙头企业牧

原股份股价从92.53元跌到65元以下，4个月内

跌幅超过30%。生猪期货价格也屡创新低，5月

以来，生猪期货主力合约跌幅超32%。

对此多部门开始出手保供稳价。比如《预

案》提出，当猪肉价格过低时，将启动收储以托

住市场，价格过高时，将投放储备以保障居民消

费需要，以推动价格向合理区间回落。农业农村

部也表示，将引导区域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

加强生猪产销规划衔接。鼓励探索销区补偿产

区的长效机制，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

并推进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发射时间
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

执行发射任务火箭
长征二号F遥十二火箭

飞行乘组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主要完成四方面任务

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
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作业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进行航天员自身的健康管理

完成四项关键任务

进入“空间站时代”

航天相关产业井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