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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大運成功首飛意味中國空軍向戰略空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大運成功首飛意味中國空軍向戰略空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首飛後將進行系列相首飛後將進行系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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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天津二十六日消息：記者26
日從正在召開的天津 「兩會」獲悉，中國新一代運載
火箭生產製造平台已在天津濱海新區初步建成，正進
行結構件的生產和試驗。

天津市政協委員、天津航天長征火箭製造有限公
司總經理陶鋼表示，2013年是中國新一代運載火箭產
業化基地的 「攻堅」之年，重點工作是開展大型地面
試驗，通過大量試驗、試車，驗證 「火箭」設計方案
的合理性和產品的可靠性，力爭 「長征五號」運載火
箭2014年首發。

陶鋼說，隨 「新一代運載火箭」項目的落戶、
建設，目前天津基地不僅承載了直徑5米以上、
LEO25噸、GTO14噸大推力運載火箭的生產製造功
能，亦承擔直徑3.35米中型運載火箭的生產任務，
未來該基地或將承擔更多 「新一代運載火箭」生產任
務。

津建成新一代火箭生產平台

【本報訊】26日，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
民法院一審公開審理被告人羅讓貢求、羅讓才讓教唆他
人自焚，故意殺人案。

據新華社報道，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於
2012年12月31日向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
起公訴，指控羅讓貢求單獨或夥同羅讓才讓教唆、幫助
羅讓澤周等8人自焚，致3人死亡。羅讓貢求與境外 「格
爾底寺新聞聯絡小組」工作人員三木旦長期保持聯繫。
2009年後，三木旦指示羅讓貢求負責組織蒐集自焚人員
信息並向境外傳遞。

2012年初以來，羅讓貢求煽動、引誘、教唆羅讓澤
周、澤南自焚，並承諾在二人決定自焚後將自焚情況傳
遞到境外，羅讓澤周、澤南先後於2012年3月16日、3月

28日自焚死亡。
2012年8月9日，羅讓才讓得知覺巴有自焚意願後，

向覺巴提供了羅讓貢求的聯繫方式，並將覺巴打算自焚
的信息告知羅讓貢求，次日覺巴自焚死亡。羅讓貢求還
先後教唆羅讓扎某、扎某、索某、才讓東某自焚，羅讓
才讓還教唆陳立甲某自焚，上述人員因本人放棄或公安
機關及時發現最終未自焚。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認為，羅讓貢求、
羅讓才讓受境外指使，共謀策劃、教唆、幫助8人自焚
，致3人死亡，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
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在共同犯罪中，羅讓貢求
是主犯，羅讓才讓是從犯。

庭審結束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四川系列教唆自焚案開庭

▲26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公開開庭審理了被告人羅讓貢求、羅讓才讓故意殺
人案 中新社

【本報訊】三沙市迎來設市半年，中新社記者再
登首府永興島，目睹三沙大開發 「進行時」。

臨近春節，永興村大部分漁民離島回家。年近六
旬的鄭有柏18歲就出海打魚，他已數不清多少次到
西沙，三年前他和老伴把家搬上島，成為真正的三
沙人。

鄭有柏說： 「以前吃水要靠瓊沙輪運來，現在築
起了飲用水窖，還開建了海水淡化廠。」

老鄭所說的海水淡化廠是去年開工的西沙永興島
供水工程，該工程將解決永興島用水難的問題，滿足
駐島軍民生產生活用水需求，同時為周邊部分島礁和
過往船隻補給淡水。

三沙市公用住房建設負責人王東正在檢查建築質
量。他介紹說，正在施工的兩棟公用住房總套數近90
套，將大大緩解永興島的住房緊張狀況。

污水處理廠春節後開建
張懷鑫是三沙市臨時一體化污水處理站建設的總

負責人，他已在島上工作了近5個月。他說，春節過
後污水處理廠就將開工建設，建成後污水日處理量將
達到2000立方米，可滿足全島需求。

三沙市政府工作人員賈增祥介紹，三沙設市後已
有8大基礎項目獲得中央支持，總投資額超百億元，
涵蓋機場、碼頭、補給、交通、辦公等八個方面，目
前永興碼頭二期、西沙島際碼頭、文昌清瀾碼頭補給
基地、 「三沙一號」交通補給船、三沙市人民醫院等
項目正加緊推進。

（中新社）

三沙迎設市半年
大開發進行時

【本報訊】據內地官方媒體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25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公明黨黨魁山
口那津男，山口向習近平轉交了日相安倍晉三的
親筆信。就此，日本新聞網隨即發表評論稱，通
過這一 「接信」的舉動，表示出中國新的領導體
制顧大局，有度量，重實際，不會因為兩國之間
存在個別問題，全盤遏制中日關係。同時，也說
明中國政府向日方釋放出一種願意改善中日關係
的誠意。

對此，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高海寬表示，
中國此次表現出一定的積極姿態，同時也釋放出

一個重要信息，即中國希望中日兩國關係能夠穩
定。

「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釣魚島問題是中方一
直希望的，但並不意味中國向日本妥協。今後在
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中國還會面臨日方的挑戰，
但中國政府有魄力採取相應的戰略措施予以應對
，這兩者是不相矛盾的。」高海寬強調。

有媒體指出，由於這是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
記以來首次與日本執政黨領導人舉行會談，因此
能否迎來改善中日關係的契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
點。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習近平在會見山口時就
中日首腦會談表示，高層對話很重要，會認真研
究這一問題，應為會談創造條件。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就此分析認為，習近平
答應要認真考慮中日首腦會談就意味此事有了重
大轉機， 「雖然不能說中日之間的高層溝通指日
可待，但這是早晚的事情」。

周永生強調： 「安倍雖然表示願意推動日中
兩國關係的改善，但他目前在釣魚島問題上還沒
有任何軟化的跡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日
兩國高層進行會談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高海寬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中日首腦會
談能否重啟要看日方今後的舉動，如果安倍一味
地堅持他的錯誤立場，他的親筆信則無濟於事，
反倒會致使他更加被動。 （中通社）

中日峰會時機尚未成熟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六日消息：日相安
倍晉三26日聽取了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有關同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談的報告。對於習近平
表示將 「認真研究」的日中首腦會談，安倍展現
出將積極考慮的姿態稱： 「希望打開對話的大門
。我任何時候都保持開放的姿態。」

共同社報道，山口在結束匯報後向媒體表示
： 「我認為首相有訪華的意願。重要的是不斷進
行對話，最終促成首腦會談。」

山口介紹說，安倍就釣魚島引發的日中對立
表示， 「對話非常重要。希望政府和執政黨今後
能同中國政府持續對話。」對於山口在會談中同
習近平確認將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這一點，安
倍表示： 「太好了。」

日本放送協會網站報道，日本政府內部有意
見認為，習近平在與山口會談時，對與安倍政權
之間改善雙邊關係表現出積極態度，日本政府打
算謹慎地尋找突破口，包括舉行日中首腦會談在
內，以期打開局面。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公明黨背後的宗教團
體──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26日建議中日
首腦定期會談制度化。

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劉振民在瑞

士舉行的達佛斯論壇表示，中國與日本對釣魚島
問題的爭議 「終將得到控制」。

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報道，劉振民說，雖然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獲得控制，但他 「希望釣魚
島爭議很快能夠控制」。

日媒高度評價習山會
對於習近平25日在北京會見山口，日本主要

媒體紛紛發表社論，給予積極評價。
《朝日新聞》在社論稱，這是釣魚島 「國有

化」導致日中關係惡化以來，中共最高領導人首
次與日本政黨黨魁會面，希望此次會面成為 「融
化冰雪」的一步。儘管只是一小步，但是我們仍
對雙方建立溝通渠道表示歡迎。

《東京新聞》的社論說，習近平會見山口邁
出重啟中日對話的一步，希望兩國抓住這一改善
雙邊關係的機遇。

《每日新聞》的社論稱，攜安倍親筆信訪華
的山口實際就是首相特使，希望兩國最高領導人
對話早日恢復，釣魚島局勢盡快緩和。

運20是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大型、多用途運輸
機，主要由西飛集團研製，可在複雜氣象條件下執行
各種物資和人員的長距離航空運輸任務。

盤旋1小時 殲15伴飛
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官方微博稱，26日下午，運

20首飛成功，有一架殲15伴飛在右後方，兩機相距約
200米。

目擊運20首飛的網友 「老佛爺」向中新網記者表
示，運20在上午進行相關準備工作後，於14時整起飛
，試飛了1小時，15時整成功降落。

據中廣網介紹說，運20技術性能較強，優於俄羅
斯的伊爾76MD，接近最新型的伊爾476的水平。運
20對於推進中國經濟和國防現代化建設，應對搶險救
災、人道主義援助等緊急情況，具有重要意義。該型
號飛機首飛後將按計劃繼續開展相關試驗和試飛工
作。

環球網稱，運20首飛成功標誌中國成為繼美國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後第四個能夠研製200噸級大型
軍用運輸機的國家。運20的首飛成功是中國國防工業
進步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的重要
里程碑。

可改裝成預警機等機型
環球網特約評論員雷澤運表示，運20大型運輸機

是中國建設戰略空軍和增強遠程海外投送能力的重要
作戰平台；是中國空軍從國土防空力量向攻守兼備的
空中機動力量轉變的重要體現；是中國軍隊面向多樣
化作戰任務進行作戰能力調整的重要標誌。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軍事專家認為，運20不僅是
一個運輸的平台，還可改裝成加油機、反潛巡邏機、
電子偵察機和預警機等多種機型。在和平時期可以用
於應對突發事件、重大災害的遠程人員、物資投送任
務，用途廣泛。

另外，研製大型軍用運輸機涉及技術、材料、工
程、管理等各方面，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運20
的研發將有力助推中國突破航空發動機技術等難關，
帶動相關高技術產業發展。

可運載陸軍大部分戰車
據資料顯示，運20外形採用類似美軍C17軍用運

輸機的四發、上單翼、高T尾翼的常規氣動布局，機
體長47米，翼展45米，高15米，實用升限13000米，
最高載重量66噸，最大起飛重量220噸，躋身全球十
大運力最強運輸機之列。

該型飛機由3名機組人員操控，採用傳統布局，
三點式起落架，前起落架兩個輪，可90度偏轉。該機
對起降場地的適應能力較強，可在較簡易的機場起降
。其寬敞的機身使貨艙容積較大，可以運載陸軍絕大
部分大型作戰和支援車輛。

大型軍用運輸機可分為戰略和戰術兩類。戰略運
輸機主要承擔遠距離投送，最大起飛重量一般指超過
150噸，載重超過40噸，代表機型有美國的C17、俄
羅斯的伊爾76和安124等。

戰術運輸機主要在戰區附近承擔近距離運輸任務
，起飛重量60至80噸，載重量20噸左右，大多安裝渦
槳發動機，代表機型有美國的C130、俄製安12和中
國的運8等。

大運有望兩年後列裝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六日電】軍事問題專家、《

航空知識》副主編王亞男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官方已經
對外公布運20大型運輸機成功首飛，預計兩年後有望列
裝。

他解釋說，按照正常的試飛流程，進行首飛後，需要
進行一些極限飛行指標的測試，例如最大速度、最遠航程
、最大載重量等。但與殲20不同的是，戰鬥機在研製過程
中，由於集合了眾多技術系統，需要不斷測試，例如導彈
系統、電子對抗系統、隱身系統等，這些任務系統需要不
斷加載到機體進行試飛，有些系統可能存在難題需要攻克
，需要較長時間測試。而大型運輸機由於任務相對簡單，
在進行首飛之際，大部分系統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所以
其列裝有望快於殲20。

王亞男表示，運20首飛成功對中國空軍，特別是戰略
空軍的建設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很早就具備遠程打
擊能力，遠程運輸能力卻比較弱。之前主要通過引進俄羅
斯伊爾76來解決遠程運輸能力短板的問題。但引進國外的
技術明顯受制於人，運20的首飛成功使中國在運輸機領域
有了自己的產品，大大降低了對外依存度。

他指出，運20研製需突破四方面技術難點。第一，動
力系統。大型運輸機需要高涵道比渦輪風扇發動機，而發
動機一直是中國航空領域的短板，近年來，中國在航空發
動機領域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相信隨國產高涵道比渦
輪風扇發動機的研製成功，運20的運輸能力將會進一步提
升。第二，大飛機的結構設計。第三，大飛機的氣動設計
。第四，複雜的科學研發管理系統。

專家之見

聽取山口報告 評價太好了

▲26日，8000斤來自釣魚島附近海域的鮮魚運抵
上海光大會展中心，被眾多顧客搶購一空 新華社

▶25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山口那
津男 中新社

運運2020首飛成功首飛成功
躋身全球十強躋身全球十強

運20大型運輸機基本參數
機長 47米
翼展 45米
機高 15米
最大起飛重量 220噸
最大載重 66噸
前緣後掠角 24度
巡航速度 8000米（0.7馬赫）
最大平飛速度 700公里／時
實用升限 13000米
續航力 大於7800公里
動力裝置 4台D30KU或WS18渦

扇發動機

▶26日，中國自主發
展的運20大型運輸機
首次試飛取得成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