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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报道

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将于 16日凌晨发射，发射时间
瞄准北京时间 16 日 0 时 23 分。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
和叶光富组成， 翟志刚担任指令
长。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遥十三火箭于 14日下午进行推
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
发言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副主任林西强 14 日下午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的。

天和核心舱
具备航天员进驻条件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
舱航天员， 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
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
叶光富是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
务。 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
国空间站， 航天员王亚平也将成
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
天员。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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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径向端口， 与天和核心舱及天
舟二号、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
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后，按
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
活，约 6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东
风着陆场。

目前， 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
号、 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
设备工作正常， 具备交会对接与
航天员进驻条件。 执行神舟十三
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
和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状
态良好， 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
基本就绪。

明年底前
完成三舱组合体建造

林西强表示， 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 也是该
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该项任
务将实现五大目的。后续，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
造阶段，共规划实施 6 次飞行任
务，首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运送补给物资， 为随后实施的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做准备；
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驻留期间，
将先后发射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
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
段转位。

在 2022 年底前， 中国将完
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 随后
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十五号
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在
轨轮换。 对空间站状态进行全面
评估后， 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后续，将择机发射巡天空
间望远镜， 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
立飞行,开展巡天观测，短期停靠
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 � � � 综合新华社报道 台湾高雄市
盐埕区“城中城大楼”14 日凌晨发
生火灾，造成重大伤亡。据台媒最新
报道，经 13 小时灭火、抢救，现场
搜寻工作已告一段落。 高雄消防局
介绍，火灾已造成 46 人死亡、41 人
受伤。

事故发生后， 大陆有关方面高
度关切，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向此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达深
切哀悼， 向受伤同胞和相关人员家
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岛内媒体报道说， 这是台湾近
26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火灾悲剧。据
悉，高雄消防局共出动 31 个分队、
72台车辆、145人前往现场救援。

据了解，“城中城大楼”建成已
40 年，地上 12 层，地下 2 层，7 至
11 层为民众住宅， 实际居住 139
人。

高雄消防局介绍，火灾发生后，
现场火势一度极为猛烈， 多楼层严
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杂物堆放
众多，造成救援行动困难。主要燃烧
楼层为 1 至 6 层，7 层以上伤亡者
多为吸入浓烟所致。

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有
报道说，最先燃烧的是一楼店面。高
雄市政府方面稍早透露， 不排除人
为纵火，警方已带回 4人调查。

� � � � 新华社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 14 日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美方应严肃
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 切实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停止在台湾、海上等问题上发表
不负责任的言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日前对记者称，中国加大恐吓、压迫
台湾和其他伙伴盟友， 包括在台湾
附近、 东海和南海加紧从事军事活
动，这破坏了地区稳定，只能增加误
判风险。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
美国说三道四。 ”赵立坚强调，中方
有关举措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
土完整和自身权益的正当合理措
施。 当前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
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美
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蓄意利
用有关问题挑拨离间地区国家与中
国关系， 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
责任的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
决反对。 ”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
在售台武器、 加强美台官方军事联
系等方面消极动作不断， 包括出台
7.5亿美元售台武器计划，美军机降
落台湾岛， 军舰频频过航台湾海峡
等， 持续在南海和中国周边兴风作
浪，炫耀武力，人为挑动地缘政治对
抗， 充分暴露了美国是地区和平稳
定破坏者、团结合作搅局者、麻烦制
造者的真面目。

“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
关切，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
海上等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
论。 ”赵立坚说。

神舟十三号明天凌晨发射
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执行载人飞行任务，驻留约 6个月
进行2-3次出舱活动；王亚平将成为中国首位出舱女航天员

高雄老旧大楼火灾
已造成 46 人死亡
大陆方面对伤亡事故表关切

外交部发言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

●一是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
●二是进行 2-3 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

作准备；
●三是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 6 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
●四是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
●五是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任务五大主要目的

� � �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
首次在轨飞行 6 个月。 林西强
介绍， 针对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长期在轨飞行的挑战， 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航天员选
拔、训练、健康、工作、生活等在
轨驻留保障技术方面进行了充
分研究和准备， 采取针对性措
施确保航天员以饱满良好的身
心状态执行长期飞行任务。

一是高度重视经验传递 。
在完成既定训练计划的基础上，
安排神舟十三号乘组与神舟十
二号乘组进行天地通话。 神舟
十二号乘组返回后，两个乘组及
备份航天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分
享神舟十二号乘组在轨获取的

经验和感受，特别是针对出舱活
动交流了天地差异该注意的事
项，神舟十三号乘组对此开展了
相应训练， 为提前进入状态、顺
利执行任务打下基础。

二是针对新增任务及状态
变化，实施重点强化训练。 针对
神舟十三号乘组将要实施的出
舱活动、 在轨开展的实验研究
以及遥操作交会对接试验、机
械臂辅助货运飞船转位试验等
项目进行重点训练；针对 1 舱 3
船状态下新增故障模式， 组织
完成了相关推演与演练， 确保
神舟十三号乘组全面掌握执行
任务的各项技能。

三是强化在轨工作制度和

训练。 面向半年的飞行任务，进
一步强化物资管理日制度、定期
天地沟通交流制度等；识别了长
期飞行关键操作项目可能的遗
忘效应， 适时安排定期在轨训
练，确保航天员以最佳技能状态
应对各项正常及应急任务。

四是加强在轨定期评估和
动态调整。 神舟十三号任务中，
将针对不同时期、 不同个体的
身心特点， 每月对航天员健康
状态进行全面评估， 根据评估
结果， 适时调整航天员失重防
护锻炼项目、 航天员营养配餐
方案，以及心理支持活动等，确
保航天员以饱满、 良好的身心
状态执行长期飞行任务。

� � � �林西强说，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将在
空间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号飞行
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
期间，全国有 6000 万中小学生
在地面课堂上课， 社会反响巨
大。载人航天作为有人参与的航
天探索活动，空间站作为国家级
太空实验室，蕴含着得天独厚、
极为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对广

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 中国空间站不仅是
全球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
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
是鼓励青少年热爱航天、参与探
索、追求科学的实践平台。

林西强说，在总结和发展载
人航天科普工作有益经验的基
础上，在此次任务中，我们策划了
更加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
我相信，王亚平老师会很快再次

“太空授课”。 在此，我们也希望
社会各界能够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的科普事业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更加精彩的项目建议。

此外，林西强介绍，针对女
航天员参加飞行任务，分析了女
航天员的身体特点和个体需求，
重点从生活保障、健康保障等方
面开展了针对性设计，以确保女
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生活、高
效工作。

经验传递、强化训练、天地交流、健康评估

四大举措确保航天员执行半年飞行任务

策划更加形式多样科普教育活动

航天员王亚平将在空间站再次“太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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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刚（中）、王亚平（右）、叶光富 3 名航天员将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