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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11月 28日电（记者 黄明 李国利 张汨汨）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射，飞行乘

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 28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季启明说，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任指令长。航天员

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邓清明和张陆都是首

次飞行。

季启明说，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五火箭

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六次飞

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将在轨工作生活 6 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验证空间站支持乘

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轮换；开展空间站舱内

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安装与调试，进行空间

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进行空间站日常维护维修；验证空间站

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

体，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总质量近百吨。在轨驻

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明年 5 月返回东风着

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

对接与航天员乘组轮换条件。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

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已基本就绪。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

轮换任务，返回东风着陆场。

题图：11月 28日，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乘组费俊龙（中）、邓清明（右）、张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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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清明 男，汉族，籍贯江西宜黄，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6 年 3 月出生，

1984 年 6 月入伍，198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

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飞

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 新华社发

费俊龙 男，汉族，籍贯江苏昆山，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5年5月出生，1982年6月入伍，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某飞行学院飞行技术检查员,被评为空军特级飞行员。1998年

1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2005年10月，执行神舟六

号载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

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新华社发

张陆 男，汉族，籍贯湖南汉寿，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76 年 11 月出生，1996 年 8 月入伍，

199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

训练基地某团司令部空战射击主任，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

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新华社发

新华社酒泉 11月 28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从 2021

年 4 月天和核心舱发射到神舟十五号任务，19 个月内，我国如

期完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

11 月 28 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表示，从 2021 年 4 月天和

核心舱发射到这次神舟十五号任务，19 个月内，中国载人航天

密集实施 11 次发射、2 次飞船返回、7 次航天员出舱，4 个飞行

乘组 12 名航天员接续在轨驻留，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

建造如期完成，整个过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堪称完美，展现

了中国载人航天 30 年发展的厚重积淀与强大实力，跑出了新

时代中国航天发展的加速度。

季启明说，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组装完成，主要有 5个方面原因。

一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空间站建造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在天和核心舱发

射成功后第一时间发来贺电，与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亲切

天地通话，在空间站建造的关键阶段，提出“精心准备、精心

组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指示要求，为工

程全线奋勇拼搏、夺取成功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二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全国数千家单位、几十

万科研人员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凝聚了保成功、促发展的强

大合力。

三是工程发展始终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突破掌握了

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部组件和核心元

器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

天发展道路。

四是科学高效的工程专项管理。始终坚持系统工程理论

指导，强化顶层设计与总体先行，坚持技术、进度与资源的有

机统一，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确保空间站建造任务高效

推进、连战连捷。

五是精神传承和优良作风。工程全线坚持弘扬“两弹一

星”和载人航天精神，不怕吃苦、迎难而上、顽强攻关、无私奉

献，特别是近 3 年，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确保了空间

站建造任务顺利实施、如期完成。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如期组装完成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

新华社酒泉 11月 28日电（记者 温竞华 黄一宸）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

季启明 28 日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

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

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表示，探索未知宇宙，发展航天技术，是人类的共同

事业，国际合作是航天发展的趋势潮流。在中国空间站研制建

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

则，与多个航天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

目前，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

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中

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说，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后，中国将继续

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

地区一道，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务实合作，让中国空间站的科

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

首批国际合作项目载荷明年进入中国空间站

新华社酒泉 11 月 28 日电（记者 张汨汨 温竞华）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 28 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的针对性

训练，在不久的将来会陆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飞行乘

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我国于2020年10月完成第三批18名预备航天员选拔，

包括 7名航天驾驶员、7名飞行工程师、4名载荷专家。按照

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开展 8大类、近百项、400

余个科目的训练。季启明介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过两年

多刻苦训练，目前已完成了全部基础科目和大部分专业技术科

目的训练内容。按照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规划，部

分第三批航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的针对性训练。

季启明表示，不久的将来，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将会陆

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飞行乘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新华社酒泉 11月 28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28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说，我国第四批预备

航天员选拔目前正在初选阶段，港澳民众反响热烈。

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需要，我国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已于 9 月全面启动，计划选拔 12 至 14 名预

备航天员，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选拔实施以来，港澳特区政府周密组织，有关科研机构

全力协助，港澳广大民众反响热烈。

季启明说，来自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电子、材料、化学、

天文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与高校教师踊跃报名，目

前已完成候选者基本条件筛选，正在组织临床医学检查，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

季启明表示，十分期待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队伍中

看到港澳航天员的身影。

第三批航天员将陆续
执行空间站任务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顺利

实施，港澳民众反响热烈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参考消息》日前刊登路

透社的文章《新兴市场债务比升至纪录高位》。文章摘

要如下：

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发现，尽管第三季度全球债务

规模减少 6.4 万亿美元，降至 290 万亿美元，但新兴市场

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回升至纪录高位。

国际金融协会在最新《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中说，预

算赤字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使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与

GDP 之比上升到 254%，与 2021 年第一季度创下的纪录

高位相当。

全球范围内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持续推高利率和

融资成本，政府也增加开支来支撑经济。

报告还说：“全球主权机构的利息支出将迅速增加，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欧洲新兴市场。”

政策制定者和评级机构警告说，脆弱的发展中经济

体面临的债务压力远未结束，可能出现更多债务违约。

国际金融协会说，拉美和非洲的这种依赖程度仍然

很高，“使很多国家深受外汇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主权机构之外，较小企业和较低收入家庭受借贷

成本上升的打击最大。

新兴市场债务比升至纪录高位

据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政府 11 月 28 日宣布，本

周将在议会推动对自由党籍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发起

谴责动议，缘由是他在任内秘密任命自己担任多个内阁

部长职务，有损政府公信力。

据路透社报道，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一场记

者会上说，将由众议长或总检察长在众议院提出对莫里

森的谴责动议。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在今年 5 月议

会选举中击败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

成为执政党，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

媒体 8 月中旬曝光莫里森任总理期间任命自己兼

任卫生部长、财政部长、资源部长、内政部长和国库部

长，而多数内阁成员、议会和民众对此毫不知情。莫里

森则辩称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需要“紧急权力”，以防相

关部长无法履职时其分管事务无人处置。

据法新社报道，莫里森秘密自封官职的做法有法律

依据。不过，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前法官弗吉尼娅·贝尔

主持的一项调查上周公布结果，称这一做法导致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受损”，建议修补相关法律漏洞。

任内秘密自封官职

澳前总理面临议会谴责动议

■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樊曦 于文静

这几天，寒潮天气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中央气象台 28 日继续发布寒潮

橙色预警。

监测显示，27 日，寒潮天气已在西北地区“露头”，新

疆北部和西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出现大风

降温天气，有 23 个台站的最大风速突破或达到历史极

值，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 12℃至 20℃。

预计 28日至 30日，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

10℃至 16℃，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吉林东部、

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

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温 18℃至 20℃，局地可达

20℃以上，西北和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沙尘天气。

“这次寒潮过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温剧烈，全国

大部气温将会由前期明显偏高转为明显偏低。”中央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

寒潮过境后，南方多地最低气温将“速冻”至冰点。

例如湖南长沙 27 日最低气温为 16.2℃，30 日将降至 0℃；

杭州 27日最低气温为 15.1℃，12月 1日也将降至 0℃。而

北方难以维持 0℃以上气温，预计北京 29日最高气温仅-

3℃，沈阳 30 日最高气温将跌至-8℃。预计 12 月 1 日前

后，最低气温 0℃将南压到江南北部至贵州南部一带。

张芳华说，11 月正处于大气环流调整阶段，也是我

国容易发生寒潮的月份。今年 11 月以来，前期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势力较弱，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明显偏高。近期

随着北半球大气环流调整，有极涡带着极地冷空气沿西

北气流南下，对我国造成影响，此次寒潮的强度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强。

“此次寒潮造成剧烈降温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这

次极地冷空气本身就比较强，二是因为前期气温较高，

此次冷空气到来之后造成的降温幅度也大。”张芳华说。

受寒潮天气影响，预计 28 日至 29 日，内蒙古东北

部、吉林东部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辽宁东北部、吉林

东部等地局地有冻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月 29 日夜间至 12 月 1 日，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

部、湖北、贵州及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雨

转雨夹雪或降雪，其中，贵州、湖南、湖北南部、江西北

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冻雨或冰粒。专家提示，

各地需注意雨雪天气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为应对寒潮天气，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对线

路、岔区、信号等铁路行车关键设备实行重点盯守，及时排

查安全隐患。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站成立应急

处置小组，对除雪打冰应急用品储备情况进行检查，对站区

空调、热水器等设备进行维护，做好旅客候乘区域供水、供

暖以及防滑设备设施巡视检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

司要求管内各单位加强值班值守工作，组建应急救援队伍，

备足应急机具；各车站备足清雪工具、防滑垫等。

农业专家表示，近期寒潮天气对缓解油菜主产区旱

情、促进油菜生长较为有利，但部分旺苗和弱苗可能遭

受冻害，应围绕促弱、控旺、防渍、防冻、防病虫草害，强

化田间管理，培育冬前壮苗，确保安全越冬。

目前，冬小麦从北向南将陆续进入越冬期，针对当前

气象条件和小麦苗情，相关部门建议，要做好控旺保稳

长、防冻抓冬灌、促壮管肥水、防治病虫草害等相关措施。

预计 11 月 30 日前后，北方地区气温将开始回升，南

方地区则从 12 月 2 日开始缓慢回升。气象专家表示，南

方大部地区气温偏低状态将持续 5 天左右，体感湿冷难

耐，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寒潮来袭降温剧烈
专家提示做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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