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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 月 5 日 12 时 6 分,
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
射运载火箭,将技术试验卫星捕风
一号 A尧B星及五颗商业卫星顺利
送入预定轨道, 试验取得成功,这
是我国首次在海上实施运载火箭
发射技术试验遥

此次试验采用长征十一号海
射型固体运载火箭 (又名 CZ-11
WEY号),以民用船舶为发射平台,
探索了我国海上发射管理模式,验
证了海上发射能力,有利于更好地
满足不同倾角卫星发射需求遥

专家介绍,运载火箭海上发射
具有灵活性强尧任务适应性好尧发

射经济性优等特点,可灵活选择发
射点和落区,满足各种轨道有效载
荷发射需求,为野一带一路冶沿线提
供更好的航天商业发射服务遥

此次发射的捕风一号 A尧B卫
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将
实现小卫星编队探测海面风场的
突破,可提高全天候海面风场探测
能力,提升我国台风监测和气象精
准预报能力遥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研制的两颗天象小卫
星, 是我国首个基于 Ka频段星间
链路的双星组网小卫星系统遥 陶
行知教育一号卫星暨天启三号卫

星,装有空间拍照相机和物联网通
信载荷遥此外,潇湘一号 04星由天
仪研究院研制,吉林一号高分 03A
卫星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
制遥

国家航天局负责固体运载火箭海
上发射技术试验项目的组织管理
协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
责研制火箭,海工企业负责船舶发
射平台,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
负责发射尧测控任务组织实施遥 此
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306次发射遥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 4 日为尽
快选出新党首修改规则, 迫使两名
参选人退选,剩余 11人继续角逐遥

按照新规则, 新党首将在 7月
22日开始的一周内产生,意味着英
国下届首相 7月底可以确定遥

英国首相特雷莎窑梅定于本月
7日卸任保守党党首, 留任首相至
新党首选出遥监督党首竞争的保守
党议员组织 野1922委员会冶4日会
商,制定多项新规则,以提高参选资
格门槛尧压缩竞选过程遥

路透社报道, 新规则要求参选
人获得 8名议员提名, 才能进入投
票环节; 在议员首轮投票中得票率
达到 5%尧即大约 16票,才能进入次

轮投票;次轮投票得票率达到 10%尧
即大约 32票,才能不遭淘汰遥 议员
以无记名方式投票, 每名议员一次
只能选择一名候选人遥

两轮选举中 , 如果全部候选
人票数都达标 , 得票率最低者遭
淘汰遥 首轮投票定于格林尼治时
间 13 日 9 时至 11 时举行 , 后续
多轮投票安排在 18 日至 20 日遥

保守党议员将经由多轮投票
逐一淘汰得票率最低的候选人,直
至最终产生两名候选人;大约 16万
保守党成员 22日开始以邮寄选票
形式在这两名候选人中选举党首;
首相人选定于 7月 22日开始的一
周内揭晓遥

新规颁布后, 参选人詹姆斯窑
克莱弗利和基特窑马尔特豪斯推
测自己获胜无望 ,宣布退选 ,从而
剩余 11名参选人遥参选最后期限
为 7 日, 议员对参选人的提名 10
日举行遥
英国 2016年经由全体公民投

票决定野脱欧冶,但在公投近 3年后,
特雷莎窑梅与欧盟达成的野脱欧冶协
议没有获得议会批准,野脱欧冶 日期
延至最迟今年 10月 31日遥

路透社报道,不管谁接任首相,
将接管野议会僵持尧国家两极化冶的
烂摊子,实现野脱欧冶的时间所剩无
几遥

罗振

美联储主席
暗示降息可能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4 日表示 ,美
联储正密切关注当前贸易局势发展及
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 并将采取
适当措施支持经济增长遥 这一表态被
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对降息持开放态
度,引发当天美国股市大涨遥
鲍威尔当天在美联储在芝加哥举

行的一场会议开幕致辞时说, 当前美
国通货膨胀率尚未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目标, 而持续低通胀环境可能导致
通胀预期产生 野难以遏制的下滑趋
势冶,不利于经济良性增长遥

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窑克拉里达
当天也表示,目前美国经济形势良好遥
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美联储官员愿
意采取行动, 实施必要的政策来维持
经济增长遥 他表示,美联储将密切关注
当前形势, 特别是贸易战和美国国债
收益率曲线倒挂现象, 由此判断下一
步政策走向遥

受美联储官员上述表态推动 ,纽
约股市三大股指 4 日均大幅上涨,其
中道琼斯指数涨幅为 2.06%,标普指数
涨幅为 2.14%, 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达
2.65%遥

美联储将于 6月 18日至 19日召
开货币政策例会遥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
降息预期正在升温遥 不过,根据美联储
5 月 22 日公布的上一次货币政策会
议纪要,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 美联储在利率问题上仍
应保持耐心遥

时兰

陆军首批船艇女士官
学员完成院校培训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镇江校区 野江
海十九号冶 毕业综合演练近日在镇江
落下帷幕, 陆军首批船艇女士官学员
在演练中完成各项考核, 这标志着她
们圆满完成在校两年的学习任务遥 下
一步,她们将被分配到一线部队,在各
专业岗位进行为期 1年的实习, 经考
核合格后, 成为陆军船艇部队航海和
通信专业女士官遥

2017年, 陆军首次从边海防部队
优秀士兵中考核选拔出数十名船艇专
业女士官学员遥 在校学习期间,根据船
艇航海技术尧 船艇通信技术等专业人
才培养要求, 这些女学员学习了政治
理论, 强化了军事体能和战斗基础技
能,参加了地文航海尧天文航海尧内河
航行尧 船艇操纵尧 信号通信等课目训
练,完成了相关实践性教学,先后在通
信尧航海尧机电等岗位观摩实习 ,担任
船艇见习士官, 熟练掌握了航海仪器
操作尧船艇航海保障尧船艇通信装备尧
船艇雷达装备等技能遥 据统计,首批船
艇女士官学员各门课程考核优良率达
到 85%遥

据悉,在校期间,她们还积极参加
全国海洋航行器大赛等比赛并斩获佳
绩,勤奋学习英语尧计算机等知识,认真
钻研相关专业技能, 先后有 7名学员
通过英语和计算机等级考试,2名学员
获得多项专利,10余名学员获得人力
资源管理师尧 电工证和焊工证等资格
证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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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完成
首次海上航天发射

英国新首相 7月底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