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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導航產品實施認證制度中國500米飽和潛水陸基試驗攻關成功

神舟十二「神攝手」高清美圖 第一視角俯瞰河山

強化反壟斷 推進公平競爭
要從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8

月30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強化反壟

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關

於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加強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

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見》、《關於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堅戰的意見》、《關於更加有效發揮統

計監督職能作用的意見》。

中國飽和潛水技術探索重要節點
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飽和潛水技術的探索

2006年：下潛深度103.5米，實現飽和潛水零的突
破

2013年：下潛深度至198米

2014年：用飽和潛水作業方式創造了313.5米的國
家潛水紀錄

2021年：中國首次500米飽和潛水陸基載人實驗圓
滿完成

●記者張帥 整理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指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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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強化反壟
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是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要
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
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促進形成公平競
爭的市場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
企業創造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好保護消費者
權益。國家儲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物質基
礎，要從體制機制層面加強戰略和應急物資
儲備安全管理，強化戰略保障、宏觀調控和
應對急需功能，增強防範抵禦重大風險能
力。要鞏固污染防治攻堅成果，堅持精準治
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標準打好
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以高水平保護推
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努力建設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要強化統計
監督職能，提高統計數據質量，加快構建系
統完整、協同高效、約束有力的統計監督體
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
會議。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圍繞反

壟斷、反不正當競爭，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
部署，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
制，加強反壟斷監管，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
建設，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
體系。針對一些平台企業存在野蠻生長、無
序擴張等突出問題，我們加大反壟斷監管力
度，依法查處有關平台企業壟斷和不正當競

爭行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市場
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

引導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
會議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
平、活力和秩序、國內和國際，堅持監管規
範和促進發展兩手並重、兩手都要硬，明確
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紅綠燈」，引導
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和服務於經濟
社會發展大局，鼓勵支持企業在促進科技進
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
際競爭中發揮積極作用。要加快健全市場准
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
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
除限制競爭制度等。要堅持「兩個毫不動
搖」，推動形成大中小企業良性互動、協同
發展良好格局。
要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保護產
權和知識產權，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
性。要加強競爭法律制度和政策宣傳培訓，
強化企業公平競爭意識，引導全社會形成崇
尚、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加
快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
實現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全領域監管，堵塞
監管漏洞，提高監管效能。要加大監管執法
力度，加強平台經濟、科技創新、信息安
全、民生保障等重點領域執法司法。要完善
反壟斷體制機制，充實反壟斷監管力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
議。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主任習近平8月30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會議指出，黨的十八
大以來，我們加強國家儲備頂層設計，深化儲備管
理體制機制改革，對中央政府儲備實行集中統一管
理，加快建設覆蓋全國的物資儲存和調運基礎設施
網絡，國家儲備基礎和實力不斷增強，在防範化解
重大風險、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
會議強調，我國是大國，必須具備同大國地位相

符的國家儲備實力和應急能力。要統籌解決好「儲
什麼」、「誰來儲」、「怎麼儲」的問題，系統規
劃、科學優化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加快補齊
補足關鍵品類物資短板。要加快健全統一的戰略和
應急物資儲備體系，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共建、多
元互補，健全中央和地方、實物和產能、政府和企
業儲備相結合的儲備機制，優化重要物資產能保障
和區域布局，分類分級落實儲備責任，完善儲備模

式，創新儲備管理機制。要完善戰略儲備市場調節
機制，增強大宗商品儲備和調節能力，更好發揮戰
略儲備的穩定市場功能。要加大國家儲備監管力
度，發揮專業監管、行業監管、屬地監管合力。

推動統計監督
會議指出，統計監督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
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完善統計監督
作出制度安排，查處了一大批統計違紀違法案件，
統計監督取得明顯成效。要加強對貫徹新發展理
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情況的統計
監督，重點監測評價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實施情況、
重大風險挑戰應對成效、人民群眾反映突出問題解
決情況等。要加快統計制度方法改革，加大現代信
息技術運用，夯實統計基層基礎，把情況摸清，把
數據搞準，使監督結果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要
推動統計監督和紀律監督、組織監督、巡視監督、
審計監督等統籌銜接，加強工作協調和統計監督結
果運用，提升監督效能。

加強國家儲備管理 完善市場調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生態環境部31日消息，
應中方邀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
特使約翰·克里於8月31日至9月
3日訪華。其間，中國氣候變化
事務特使解振華將同克里在天津
舉行會談，就中美氣候變化合
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等交
換意見。
今年4月15日至17日，中國氣

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同美國總
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在上海舉行
會談。雙方就合作應對氣候變
化、領導人氣候峰會、聯合國氣
候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等
議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
溝通交流，取得積極進展，達成
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重啟中
美氣候變化對話合作渠道。
雙方認識到，氣候變化是對人

類生存發展嚴峻而緊迫的威脅，
中美兩國將加強合作，與其他各
方一道共同努力應對氣候危機，
全面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原則
和規定，為推進全球氣候治理作
出貢獻。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對
話，在強化政策措施、推動綠色
低碳轉型、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
低碳發展等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
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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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國氣候變化事務
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
特使克里在上海舉行會談。

網絡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將建
立實施北斗基礎產品認證制度，針對北斗導
航用芯片、模塊、天線、板卡等基礎產品開
展認證評價，鼓勵生產企業積極申請通過認
證。

記者30日從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獲
悉，為進一步提升芯片、模塊、天線、板卡
等北斗基礎產品質量，保障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在各領域各行業的廣泛應用，市場監管總
局發布《關於開展北斗基礎產品認證工作的
實施意見》，通過在北斗行業建立實施質量
認證制度，營造有利於北斗基礎產品發展的
良好環境。
根據實施意見，北斗基礎產品認證工作的
基本原則為「統一管理、共同實施、政府引
導、市場運行」，實行統一的認證目錄、認
證規則和認證標誌。市場監管總局加強認證
工作的組織實施和監督管理，並會同北斗衛
星導航系統建設發展有關主管部門加大認證
結果採信力度。此外，設定了認證機構能力
條件和行為規範，明確了申訴舉報渠道和監
管機制。從事北斗基礎產品認證工作的認證
機構必須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主動向社會
公開認證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載人航天微信公
眾號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官方
發布神舟十二號航天員在軌拍攝的高清大
圖。現在，就讓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組的
「神攝手」們帶你以航天員第一視角領略
地球的震撼之美吧！

萬家燈火與繁星相輝映
7月21日，幾內亞灣，夾雜潮濕水汽的

西南季風並未停下它奔赴北非大陸的腳
步。在進行了自行車衝刺間歇鍛煉、肌維
度、環控維護、神經肌肉訓練等活動後，
航天員湯洪波回到自己的臥室，拍下了這
張照片（圖1）。
7月30日，航天員湯洪波拍攝到了北非

大陸上萬家燈火的盛景（圖2），宇宙中
的繁星與地球上的燈光交相輝映，共同演
奏出了一首和諧的生活樂章。
8月8日，北京時間早上6點32分，核

心艙組合體劃過埃塞俄比亞高原上空，星
星點點的夜空下，渲染了陽光斑斕的大氣
層溫柔的擁抱著這個美麗的藍色星球，遠

處索馬里半島的輪廓正指向陽光的方向
（圖3）。
2021年8月13日，印度洋上的天氣依

然多變，在完成了艙內機械臂操控訓練
後，湯洪波與他的兩個小牛玩偶一同等待
前方祖國的大美河山（圖4）。
8月18日，航天員湯洪波在核心艙組合

體裏的小臥室溫暖舒適，溫暖的睡袋、枕
邊的通風口保證航天員們能夠有一個舒適
的安眠環境（圖5），每當看見艙壁上孩
子的照片，會不會讓湯洪波在經過祖國大
地時，向家的方向多留下一些目光？

大興機場閃發金光熠熠
8月24日晚上9點29分，當核心艙組合

體劃過北京上空時，聶海勝拍下了這張北
京夜景。照片右側那顆金光熠熠的「星
星」就是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圖6）。
8月24日晚上9點41分，太平洋上空，

核心艙組合體的太陽能帆板如同引領中國
航天邁向浩瀚宇宙的指針（圖7），指向
更遙遠燦爛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中國交
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局長王雷8月31日介紹，經
過7年的艱辛攻關，中國首次500米飽和潛水陸
基載人實驗已取得成功，成為世界僅有的幾個具
備500米飽和潛水深度級別的國家。下一步，交
通運輸部將擇機進行500米飽和潛水海試作業。

曾搶修輸港氣管線
據了解，飽和潛水是一種使人直接暴露在高壓

環境下，實現長時間、大深度工作的潛水作業方
式，與機械作業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靈活性和
實用性，也是人類向海洋空間和生理極限挑戰的
前沿技術。王雷介紹，飽和潛水技術的發展有力
提升了中國深水作業的能力，如「桑吉」輪深水
抽油應急處置、香港輸氣管線應急搶修等重大搶
險打撈任務中，充分展現了飽和潛水作為深水複
雜作業技術的「皇冠」作用。
據王雷披露，中國500米飽和潛水陸基載人實

驗，是從今年5月22日開始實施，交通運輸部上
海打撈局的9名飽和潛水員進艙實驗。5月27日
艙內加壓至500米，9名飽和潛水員在51個大氣

壓的高壓環境下，共停留了176個小時，開展完
成了各項模擬出潛鐘巡迴實驗項目，其中6月3日
潛水鐘加壓至502米，突破了500米深度大關。6
月25日，9名飽和潛水員安全減壓返回常壓、走
出艙門，這意味中國首次500米飽和潛水陸基載
人實驗圓滿完成，也標誌着中國成為僅有的幾個
具備500米這一飽和潛水深度級別的國家。

擇機進行海試作業
「出艙之後，參試潛水員又集中進行了三周的
生理監測和系統全面的體檢，最新報告顯示，所
有潛水員各項生理心理指標健康穩定，符合實驗
預期目標。至此，整個500米飽和潛水陸基載人
實驗圓滿成功。」王雷表示，中國飽和潛水從無
到有，並已具備300米水深作業能力，飽和潛水
陸基載人實驗深度已經達到500米。在此實驗的
基礎上，下一步中國將擇機進行500米飽和潛水
海試作業。

●●在中國衛星導航成就博覽會上展示的北斗
便攜式移動應急監測站。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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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天的一份美圖是否讓你心動？
航天員們的每一次飛天都標定下中華民族
向更高遠星空迸發的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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