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宫、天眼、悟空、墨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航天领域重

大突破被“点名”。航天强国“绘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宏伟蓝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时代，风云气象卫星“家族”

又添新丁……十九大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中国航天动作频频。面

向未来，中国航天将写下哪些新精彩？

■新华社记者 陈芳 余晓洁 胡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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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我国航天事业还有许多“大

动作”。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除继

续实施现有项目外，一批新的航天重大工

程也将陆续启动，包括以火星探测、小行星

探测、行星穿越探测等为代表的深空探测

工程，备受关注的“探月工程”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雷凡培表

示，到 2020年，我国力争实现在轨航天器

数量超过200颗，年发射30次左右，基本达

到世界航天强国水平。

“目前，我国有30%的航天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到2030年，力争将这一

数字提升至60%，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

到2045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雷凡

培说。

根据规划，未来我国的重型运载火箭

直径将接近 10米，将使用推力达到 500吨

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推力达到220吨的液

氢液氧发动机。也就是说，未来我国运载

火箭的运载能力将从目前的20多吨提升4
到5倍，达到百吨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科技委主任鲁

宇表示，到 2030年左右，我国重型运载火

箭将实现首飞。那时，我们近地轨道百吨

级运载能力的重型运载火箭将为载人登月

提供强大的支持，也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

充足的运载能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院长张忠阳表示，回顾过往，历史

的天空上，中国航天已写下无数精彩瞬间；

在未来的征途中，中国航天必将以新的成

就，标注中国发展的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挺进航天强国的N件事，你知道吗
——揭开中国太空探梦新蓝图

航天强国通常拥有先进航天动力、大

运载，能够实施月球采样返回、火星着陆

探测、建设并运行空间站。这些“标志性”

事件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国家设计、工艺、

材料的先进制造能力和探测器、发射场、

测控等多系统协同攻关能力。

11 月 16 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发布《2017-2045 年航天

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系统规划了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能力建设前景与发展蓝

图。

2020年长征八号首飞、2030年左右重

型运载火箭实现首飞、2035年左右运载火

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2040年左右未来一

代运载火箭投入应用、2045年具备规模性

人机协同探索空间的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总体室

副主任秦旭东介绍，此次出台的路线图规

划详细、目标明确，不论是公众较为关心

的太空旅游、可回收火箭等热点话题，还

是未来的智能火箭、载人登月、载人登火

星等焦点均有涉及。

为了探索星空的奥秘，一代又一代航

天人接续奋斗，我国已研制成功十余型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形成了能够把卫星、飞

船等航天器送到地球任何轨道，具备开展

月球和深空探测的运载能力，有力支撑了

“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和“月球探测”等

国家重大工程的成功实施。

《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显示，2011
年至今，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快速发展，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进入空间能力大幅

提升。

国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航天

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中国航天创建 60
余年来，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

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

就。随着未来中国对重型火箭、无毒无

污染中型火箭、低成本运输火箭等关键

技术的不断攻关，中国进入空间能力将

进一步提升，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将越

来越快。

中国航天越来越强，普通人期待中的

太空旅游还会远吗？根据规划，到2025年

前后亚轨道太空旅游将成为现实。

在未来，商业固体运载火箭将与液体

运载火箭一起，为用户提供“太空顺风车”

“太空班车”“VIP专车”等多样化、低成本、

高可靠的商业发射服务，为人类共同探索

宇宙提供更加丰富的运载工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公司总裁

唐亚刚介绍，到 2035年左右，我国运载火

箭将实现完全重复使用，更多的普通人可

以乘坐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器遨游太空，

在地球轨道领略太空的浩瀚与地球的绚

丽，实现飞天梦想。

无论是“当惊世界殊”的北斗三号卫

星，还是“观风云、知天象”的风云三号卫

星，一批“高精尖”的航天技术逐渐“幻

化”成便民“福利”：不论身在何方，“北

斗”帮你导航；足不出户，“风云”帮你知

天象；万米高空的飞机里上网、打电话也

不再是梦想。

11月15日，我国首台干涉型高光谱温

室气体监测仪随风云三号卫星顺利进入太

空预定轨道。这颗“慧眼”不仅能观测多种

大气成分，还能探测到空气中二氧化碳百

万分之四的浓度变化，成为科学家研究碳

循环的利器。在它的诞生地——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508所，据了解，从这里进入

太空在轨运行的遥感器“兄弟姐妹”中，它

已排行第156名。

“中国航天早已不只是‘高大上’的

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

认为，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

创新的时代声音。目前，我国已有 2000
多项航天技术成果惠及国民经济、百姓

生活。

长征八号首飞、火箭回收使用：中国航天“重大工程”接棒发力

火星、小行星轮番登场：星空奥秘追问永不止步

北斗来导航、风云知天象：太空旅游还会远吗？

押金损失10多亿元

共享单车企业倒闭后押金难退如何破

□东方 IC 供图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刘开雄 刘硕

11月19日，深陷倒闭和跑路传闻的酷

骑单车发出一纸“酷骑单车后续使用及退

押金事宜的通知”称，北京的办公室将暂

停办理押金退还业务，用户退押金都要去

位于成都的公司。而另一家以“体验好、

管理精细”自居的小蓝单车近日也陷入崩

盘危机。

“新华视点”记者初步梳理发现，目前

公开已知的有 6家共享单车企业倒闭，据

芝麻信用提供的数据，粗略统计造成用户

押金损失已经超过10多亿元，亟需尽快拿

出应急解决方案。

企业倒闭押金难退
有企业提出“大不了一人
一辆骑回家”

小蓝单车素来以“体验好、管理精细”

自居。此前，先是有员工在某职场社交平

台发布消息，称小蓝单车宣布解散，拖欠

员工工资至2018年2月10日。随后，不时

有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在朋友圈转卖办公

家具的消息传出。近日，公司位于北京的

总部已人去楼空。

记者本月中旬曾到酷骑单车位于北

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Ｂ座的总部实地探

访，看到前来退押金的人络绎不绝排成长

队。由于押金难退，甚至催生了代办退费

的黄牛。

酷骑单车随后发布公告称，拜客科技

将代替运营酷骑单车的管理和运维工作，

但不包括债务。北京的办公室将暂停办

理押金退还业务，用户退押金都要去位于

成都的公司办理，如果不方便去成都，则

需要联系公布的三个退还押金专线电

话。但记者多次拨打均为占线。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拖欠供应商巨额

款项之外，问题的焦点均集中在用户押金

退回上。小蓝单车一位用户说，早在10月

15日他就申请了退款，但一个多月没有动

静，甚至APP中的退款信息都无故消失了。

“APP停止更新、服务器下线，消费者

想要退回押金只有去公司总部或上网找

黄牛。”北京一位用户告诉记者，退押金还

需要各种各样的验证，“从市区到通州把

钱退出来实在不容易，万一证件没带全还

要多跑几趟。找黄牛又担心被骗，而且还

要支付额外的手续费。”

面对退押金困局，不少公司甚至提出

以车抵押金的办法。酷骑公司前CEO高

唯伟曾表示，酷骑单车的造车成本是 650
元，能够覆盖 298元的押金，“大不了一人

一辆骑回家”。

有企业押金“专门账
户”仅为一般存款账户 资
金第三方监管有名无实

伴随着共享单车的诞生，巨额押金问

题一直备受关注。今年 8月份，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保守估

计，到目前为止，仅共享单车领域的存量

押金规模近100亿元。

有知情人士表示，多数单车企业都没

有采用第三方存管方式，且存在着为保持

现金流而挪用押金的现象。而且大多数

资料及手续均按照一般存款账户开立标

准办理，银行无须履行三方监管义务。

今年 9月，小鸣单车曾声称用户押金

是专款专用，委托第三方华夏银行监

管。但华夏银行方面表示，小鸣单车在

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开立的结算账户为一

般存款账户，该行无须履行第三方监管

义务。

酷骑单车曾称在民生银行设置了“专

门账户”。但据民生银行北京分行透露，

酷骑单车在民生银行开立的只是一般存

款账户，银行“并未与该公司开展任何实

质业务合作”。

可以退的押金难退回一直困扰着消

费者。20日，深圳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

理立法举行听证会，押金处理等成热议话

题。来自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统计数

据显示，从 2017年 1月至今，已受理超过 1
万宗关于共享单车的投诉，99%为押金难

退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刚表

示，尽管有诸多法律法规的限制，用户的

权益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现在我

国第三方监管体系建立还不完全，不返

还押金最多算是违反了对用户的承诺，

承担违约的相应责任，而该项资金是否

被监管，就目前而言，尚未有相关强制性

规定。

尽快拿出具体应急
处理方案 加快建设信用
机制保障行业持续发展

共享单车满足了公众短距离出行需

求，在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为促进共享单车市场的健

康发展，应该由政府、企业和用户三方联

手，政府管理部门出台管理细则，加强监

管；企业在保障用户权益的前提下，建立

信用积分系统、设置信用制度来激励用户

规范骑行等。对于已经出现的押金问题，

要尽快拿出具体应急处理方案。

不少专家表示，以押金为代表的传

统抵押租赁的机制，已经不适应共享经

济的发展特点，且易引发风险积聚。亟

需引入信用机制，推动免押金服务，防范

化解风险。

交通运输部在共享单车发展指导意

见中也提出，鼓励共享单车企业提供免押

金服务。

据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介绍，今年 3
月，芝麻信用与小蓝单车合作，有100万左

右用户享受了免押金服务，免押额度 2亿

元左右，“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在这件事

上得到了保障。”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信

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共享经济依然

大有可为，但破题的核心在于信用建设。

“今天的共享经济门槛太低且边界比较模

糊，如果不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将会影响

共享经济未来的规模和效率。”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民生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认为，共享经济发展过

程中政府监管要跟上，应及时制定适用于

共享经济所具有的跨区域、跨行业和网络

化特点的法律，厘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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