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航天强国 培育壮大空间应用产业

今年全国两会上， 航天逐梦成为一个热点话

题。 10年内，普通人可能有机会进入中国空间站；我

国有望在2030年前具备载人登陆月球的能力；今年

5月，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的建造阶段；今年将再

送6名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代表委员的这些表

态，让人充满期待。

过去一年，我国航天事业成绩斐然。 载人航天、

火星探测、资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领域实现新突破。

今年中国航天继续开启“超级模式” ，宇航发射和

研制工作仍将满负荷运行。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大力攻关航天关键技术

今年全国两会，航天系代表委员阵容强大。 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

团合计有31位代表委员。 代表委员们积极围绕航天

科技攻关、研发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建

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张忠阳聚焦“探索建立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

制” 提出提案。 他建议向西部、东北等战略方向布

局，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力量落地在需要发展的

地方，有利于科学家潜心研究；精准配套各类措施，

确保战略举措成功。

针对我国重复使用液体动力研制问题，全国人

大代表、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党委书记刘志让建议国

家设立并实施重复使用液体动力专项，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研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重复使用液

体动力产品；加大有关重复使用的共性基础技术研

究，建立国际领先的发动机基础研究体系，打造液

体动力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液体火箭发动机数字

化研发平台，推进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模式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党委书记赵

小津建议，建立空间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有效支

撑空间生物安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设立空间生物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推进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

发创新等。

全国人大代表、航天科工集团六院46所科技委

常委冯艳丽建议，着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战略科技

人才队伍， 加强军工企业在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

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等。

为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多位代表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分享了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诸多新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

建平介绍，今年5月，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的建造

阶段， 今年将相继发射2个空间站实验舱、2艘载人

飞船、2艘货运飞船， 再将6名航天员送入中国空间

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杨利伟表示，神舟十三号的3名航天员已经飞行4个

多月，大概4月中旬会返回。 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空间

站建造分两个阶段，现在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叫验

证阶段。 随着神舟十三号任务即将完成，验证阶段

的工作也会完成。

根据《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十四五” 期

间我国将培育发展太空旅游业。 杨利伟认为，普通

人有可能在“十四五” 期间来到空间站参观，因为

商业航天是整个航天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这不是个

技术问题，主要看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首席总师姜杰介绍，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

箭的研制正处于关键技术攻关及方案深化论证阶

段， 它将使我国具备2030年前载人登陆月球的能

力，并为后续月球科考与开发、深空探测及空间资

源利用打下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表示，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深空探测以及航天领域

的前沿技术研究， 我国成立了首个深空探测实验

室。 除科研外，深空探测实验室还将打造成一个汇

集国际人才的平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22年航天科技集团

计划安排50余次宇航发射任务， 发射140余个航天

器，发射次数将再创新高。 在此过程中，航天科工集

团承担了交会对接雷达、 加速度计等关键核心部

件，以及太空医院、太空厨房等航天员常驻太空用

的配套产品。

太空经济发展潜力大

航天逐梦为资本市场投资带来新机遇。 《202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介绍了2016年以来我国航天活

动主要进展及未来5年主要任务。 未来5年，我国将

开启全面建成航天强国新征程。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目前我国在轨

工作的各类卫星超过500颗， 广泛服务于经济社会

发展。 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壮大空间应用产业，培

育发展太空旅游、太空生物制药、太空育种等太空

经济新业态。

白皮书指出，我国卫星应用商业化发展方兴未

艾，卫星遥感高精地图、全维影像、数据加工、应用

软件等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不同用户特色需求，

广泛应用于大众出行、电子商务、农产品交易、灾害

损失评估与保险理赔、不动产登记等领域；卫星导

航产业快速发展，北斗兼容型芯片模块销量超过亿

级规模，北斗应用广泛进入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

民生领域。

白皮书强调，航天技术成果加速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助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产

业和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无人驾驶等新业态发展。

白皮书表示，未来5年，我国航天将紧紧抓住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机遇，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和大众多样化需求，加大航天成果转化和技术转

移，丰富应用场景，创新商业模式，推动空间应用与

数字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拓展卫星遥感、卫星通信

应用广度深度，实施北斗产业化工程，为国民经济

各行业领域和大众消费提供更先进更经济的优质

产品和便利服务。

展望未来，多家咨询机构均认为太空经济发展

潜力巨大。 我国空间站建成后，将在航天医学、航天

育种、新材料研发等领域产生巨大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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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今世缘董事长周素明：

打造高质量节日民俗文化产品

●本报记者 潘宇静

“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和特殊文化

符号，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形式。 ” 日前，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素明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从源头提高传统节日整体设计，丰富节日

缘聚内涵，推动节日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传统

节庆“有缘有味” 。

当前，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愈加忽视。周

素明建议，政府要强化对节日仪式的引导，重视传统节庆积极健

康仪式的重现，并以现代化、大众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传承集体

记忆。 创新主题鲜明的节日仪式，注重时代内涵诉求，和现代生

活方式相结合，满足现代人精神文化需求，形成新的特定节日仪

式，让民众的情感在新的节庆仪式中得到顺利表达与释放，让传

统节日“活”起来。

“打造高质量的节日民俗文化产品， 包括精神产品与物质

产品，融入百姓生活。 ” 周素明建议，政府要激活社会各方有识

之士的智慧力量，以市场化手段，对传统节日产品进行现代化升

级与开发。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把节日蕴含的价值

精神融入寻常百姓家，回归节日本有的精神底蕴和文化价值。运

用新技术、新媒体，创作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让传统节日

也成为网红和大流量。

“以‘缘’ 为核心，以‘酒’ 为载体，拓展缘文化精神价值张

力，打造更有温度、更具高度的缘文化品牌。 ”周素明表示，今世

缘要以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推动产业

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推进品牌、产品、技术、营销、管理等全方

位创新，激发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努力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

新主体。

全国人大代表、西部矿业集团董事长张永利建议

将铁矿资源开发列入

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目录

●本报记者 张军

“建议将铁矿资源开发列入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目录。”

全国人大代表，西部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利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就加大国内铁矿石资源保障、 解决我国铁矿石资源长

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提出建议。

我国铁矿石资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日前表示， 加大铁矿石等资源国内勘

探开发力度，加快矿产品基地建设，扩大废钢等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增强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强化进出口调节，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促进重要矿产品安全供应、价格

基本稳定。

日前发布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支持企业投资开发铁矿、铜矿等国内

具备资源条件、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矿产开发项目。

数据显示，2021年国产矿和废钢贡献率合计为36%，比

2020年提高1个百分点。 当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1.24亿吨。 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预测，2022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将达到10.8

亿吨。

“建议将铁矿资源开发列入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目录，

享受其他矿产品同等优惠政策， 提升铁矿资源开发企业的积极

性，用政策制度助推铁矿开发企业轻装前行，增强铁战略性矿产

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 张永利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建议

进口玉米配额向大型饲养一体化企业倾斜

●本报记者 潘宇静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

表、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提交了多份建

议，其中有三份涉及生猪养殖行业。 目前

“楼房式”养猪渐成趋势，林印孙建议，明

确、规范楼房养猪需办理的手续。 对于与

养殖业高度相关的玉米进口配额，林印孙

建议，进口玉米配额向直接使用玉米原料

的大型养殖饲料一体化企业倾斜，帮助养

殖企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楼房养猪”审批手续有待明确

随着生猪养殖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多地出现了“楼房式” 养猪。 这种方

式集中配套智能化饲养设备、 智能化粪

污收集处理发酵系统、 通风换气系统

等，缓解了养猪“用地难” 的问题，同时

方便集约化管理， 加强生物安全防疫，

实现智能化发展。

目前，各地对“楼房养猪” 要办哪

些手续规范不一。除了原有平层养殖需

要的手续， 有的地方有房屋高度限制，

有的地方要求参照城市工业建筑办理

报规、报建以及消防手续。“这大大增加

了养殖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投资建

设的积极性，部分在建‘楼房养猪’ 项

目停工停建。 ” 林印孙表示。

对此，林印孙建议，相关部门尽快

出台指导性意见，明确、规范“楼房养

猪” 需办理的手续，本着简化手续的原

则，宜参照农业设施用地相关政策来管

理，大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促进

生猪养殖行业不断向现代化、 智能化方

向创新发展。

降低养殖企业生产成本

林印孙介绍，2021年我国玉米进

口关税配额总量为720万吨，进口总量

达2835万吨，同比增长152.2%，创历史

新高。

林印孙建议， 在国家粮食进出口政

策框架内保证市场公平的原则下， 考虑

到生猪养殖企业普遍亏损的实际情况，

将进口玉米配额向直接使用玉米原料的

大型养殖饲料一体化企业倾斜， 并将企

业的养殖产能、 出栏规模和对玉米的实

际需求列为重要参考指标决定配额的分

配，进一步帮助养殖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大力攻关航天关键技术

今年全国两会，航天系代表委

员阵容强大。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

合计有31位代表委员。 代表委员

们积极围绕航天科技攻关、研发创

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建言

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

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张忠阳聚焦

“探索建立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

体制” 提出提案。 他建议向西部、

东北等战略方向布局，将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和力量落地在需要发展

的地方， 有利于科学家潜心研究；

精准配套各类措施，确保战略举措

成功。

针对我国重复使用液体动力

研制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航天科

技集团六院党委书记刘志让建议

国家设立并实施重复使用液体动

力专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研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重复使

用液体动力产品； 加大有关重复

使用的共性基础技术研究， 建立

国际领先的发动机基础研究体

系， 打造液体动力原创技术策源

地； 建设液体火箭发动机数字化

研发平台， 推进液体火箭发动机

研制模式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党委书记赵小津建议，建立空

间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有效支撑

空间生物安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设立空间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推进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发

创新等。

全国人大代表、航天科工集团

六院46所科技委常委冯艳丽建

议，着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战略科

技人才队伍，加强军工企业在科技

自立自强中的作用，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力度等。

今年全国两会上，航天逐梦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10年内，

普通人可能有机会进入中国空间站；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具

备载人登陆月球的能力；今年5月，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的

建造阶段；今年将再送6名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代表委员

的这些表态，让人充满期待。

过去一年，我国航天事业成绩斐然。载人航天、火星探测、

资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今年中国航天继续开

启“超级模式” ，宇航发射和研制工作仍将满负荷运行。

建设航天强国 培育壮大空间应用产业

太空经济发展潜力大

航天逐梦为资本市场投资带来新机遇。

《2021中国的航天》 白皮书介绍了2016年以

来我国航天活动主要进展及未来5年主要任

务。 未来5年，我国将开启全面建成航天强国

新征程。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目前我国

在轨工作的各类卫星超过500颗，广泛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壮大空

间应用产业，培育发展太空旅游、太空生物制

药、太空育种等太空经济新业态。

白皮书指出， 我国卫星应用商业化发展

方兴未艾，卫星遥感高精地图、全维影像、数

据加工、 应用软件等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

不同用户特色需求，广泛应用于大众出行、电

子商务、农产品交易、灾害损失评估与保险理

赔、不动产登记等领域；卫星导航产业快速发

展，北斗兼容型芯片模块销量超过亿级规模，

北斗应用广泛进入大众消费、 共享经济和民

生领域。

白皮书强调，航天技术成果加速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助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

等新兴产业和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无人驾驶

等新业态发展。

白皮书表示，未来5年，我国航天将紧紧

抓住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机遇，面向

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多样化需求，加大航天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丰富应用场景，创新商业

模式， 推动空间应用与数字经济发展深度融

合。拓展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应用广度深度，实

施北斗产业化工程，为国民经济各行业领域和

大众消费提供更先进更经济的优质产品和便

利服务。

展望未来，多家咨询机构均认为太空经济

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空间站建成后，将在航天

医学、航天育种、新材料研发等领域产生巨大

经济价值。

为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多位代表委员在今年全国两

会上分享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诸多新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介绍，今

年5月，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的

建造阶段，今年将相继发射2个空

间站实验舱、2艘载人飞船、2艘货

运飞船，再将6名航天员送入中国

空间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神舟

十三号的3名航天员已经飞行4个

多月，大概4月中旬会返回。整个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建造分两个阶

段，现在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叫验

证阶段。随着神舟十三号任务即将

完成，验证阶段的工作也会完成。

根据《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

书，“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培育发

展太空旅游业。 杨利伟认为，普通

人有可能在“十四五” 期间来到空

间站参观，因为商业航天是整个航

天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这不是个技

术问题，主要看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首席总师姜

杰介绍，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的研制正处于关键技术攻关及方

案深化论证阶段，它将使我国具备

2030年前载人登陆月球的能力，并

为后续月球科考与开发、深空探测

及空间资源利用打下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为了能够更

好地开展深空探测以及航天领域

的前沿技术研究，我国成立了首个

深空探测实验室。 除科研外，深空

探测实验室还将打造成一个汇集

国际人才的平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22

年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50余次

宇航发射任务， 发射140余个航天

器，发射次数将再创新高。 在此过

程中，航天科工集团承担了交会对

接雷达、 加速度计等关键核心部

件，以及太空医院、太空厨房等航

天员常驻太空用的配套产品。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