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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纵横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新华网消息 记者 10 日从国家
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
陆以来，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
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陆器上由德
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
和巡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
测仪开机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将通
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回地面，中外
科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着
诸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器上的德
国和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置了荷

兰低频射电探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
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
夜；我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
参加测控任务，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
洲空间局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
用；此外，哈工大环月微卫星“龙江二
号”
上的沙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
年 6 月成功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就月球
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嫦娥四
号任务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月球勘探轨道器-LRO 团队与嫦娥四
号工程团队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
商讨利用美方在月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星观测嫦娥四号着陆，
开展科
学研究。据悉，美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数据，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提供了着陆时间和落点位
置，
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
机构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
索宇宙的奥秘。

日韩矛盾不断 关系暂难缓和
新华网消息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
索赔案政治化并引发争议不明智。
韩国劳工案的韩方原告已向韩国法
分析人士指出，基于《日韩请求
院申请扣押日方被告企业部分在韩
权协定》进行磋商必须在两国都同意
资产，并于日前获认可。对此，日本
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日本政府 2011
政府 9 日要求韩方与其就《日韩请求
年曾拒绝韩方根据这一协定提出就
权协定》展开政府间对话磋商。韩方 “慰安妇”请求权问题进行磋商的要
尚未就是否同意日方要求做出决定。 求。由于韩国政府已表示将尊重司
除强征劳工案外，日韩近期还因
法裁决，日方此次磋商要求能否打破
韩国解散“慰安妇”基金会以及“雷达
局面目前尚不明朗。
照射风波”等问题发生矛盾，两国关
据日媒报道，
如果《日韩请求权协定》
系十分紧张。分析人士认为，日韩双
外交磋商和相关仲裁程序都无法解决问
方在相关问题上分歧明显，两国关系
题，
日本政府可能考虑就此事向海牙国际
短期内难以缓和。
法院提起诉讼。同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日方将基于国际法严
正应对，
他已指示相关政府部门讨论具体
■互不相让
对抗措施。日媒称，
日本政府内部已有人
从接到有关扣押资产通知的一
提议对韩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分析人
刻起，日方被告企业新日铁住金公司
士认为，
一旦日方采取更强硬的做法，
将
将不能出售在韩合资企业的股份，相
有可能令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关权限受到限制。
除此案外，两国间至少有十余起
■缓和不易
涉及日本企业的同类索赔诉讼。其
中，去年 11 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近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日韩关系
院）判处日本企业三菱重工承担赔偿
的问题除了强征劳工案以外，还有韩
责任一案的原告方表示，若与被告方
国宣布解散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
面的磋商无法实现，也将于 3 月 1 日
设立的
“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一事。
前后向法院申请扣押该公司的资产。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韩之间的
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就强征劳
历史问题长期而复杂，要想解决绝非
工案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意在避免
易事。日本坚称相关索赔问题已经通
事态影响面进一步扩大，日本相关企
过 1965 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解决，
业遭受进一步损失。
但韩方认为这一协定不影响强征劳工
不过，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10日的新
受害者个人对日方的索赔权，双方分
年记者会上就这一问题表现出了较为强
歧明显。而在韩国民间，要求日方反
硬的姿态。他敦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
省历史的呼声强烈。韩国民众 9 日在
取谦逊态度，
尊重韩国司法机构的审判
首尔举行
“慰安妇”
问题
“周三集会”
开
结果，
同时称日方试图把强征韩国劳工
展 27 周年纪念活动，
要求日本政府就

▲1 月 10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
新年记者会上发表演讲。
二战时期强征
“慰安妇”
的罪行道歉并
对
“慰安妇”
受害者进行赔偿。
而就在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波
澜不断之际，上月下旬两国之间又发
生了关于韩国海军舰艇是否对日本巡
逻机进行了火控雷达照射的争论。争
论愈演愈烈、
不断升级，
已发展为双方
竞相对外公布现场视频的
“宣传战”
。
日本《朝日新闻》分析称，由于日
韩在半岛问题上需要携手合作，日本
政府原本希望尽快解决雷达照射问
题，避免事态扩大，但最终还是公布
了有关视频，其背后原因是安倍政权
不愿向韩方示弱。
在日韩关系波澜不断，
双方间不信
任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日媒对两国关
系在短期内改善并不乐观。日本广播协
会电视台报道说，
围绕强征劳工案的事
态恐难在短期内平息，
日本政府内有声
音认为，
日韩关系近期很难出现改善。

创历史新高

中俄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
新华网消息 记者 10 日从
商务部获悉，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 旬 ，中 俄 贸 易 额 已 突 破
10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0 日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2018 年可
以说是中俄经贸合作名副其实
的
“成果年”。在两国元首的战
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俄双
边经贸合作在规模和质量上都
实现了新突破。
据 中 方 初 步 统 计 ，截 至
2018 年 12 月中旬，中俄贸易
额已突破 1000 亿美元，创历史
新高。目前，中俄贸易增速在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列第
一，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
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据高峰介绍，双方在战略
性大项目的合作成效显著，特
别是在能源领域、核领域、航天
领域、跨境基础设施领域，包括
北极开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
域，都有很好的合作。
地方合作进一步走深走
实。通过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等
展会平台，两国地方和企业深
化合作。制度对接持续推进，
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顺利完
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
可研，并在世贸组织、金砖国
家、上合组织、20 国集团等多
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
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
年。高峰表示，中俄双边关系
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
方愿与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
边经贸关系向更大规模、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
新的强劲动力。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
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
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怎
么看？
答：
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认
知还停留在以前，
现在附二医院是湖北
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开
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
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
科、
检验科、
病理科、
放射科、
超声科、
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
共有医务人员 480 余
人，其中正高职称 16 人，副高职称 55
人,博士 15 人，
硕士 50 人,购置有核磁
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备。医院质
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
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会被越来越多的
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日
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
贵医院会从何
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
医院改革和
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疗服
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
一方 面是缓
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另一方
面，
也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医院
科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人进行精细
化管理，
打造附二医院的品牌，
这是也是
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
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
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
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
公立医
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
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
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
而三医
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
对于院长
来讲，
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绝不能拖
后腿。第二，
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
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
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
性问题，
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
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说
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实
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响
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则
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好实

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展
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此类社区公
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 2012 年以来，克服了院
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难，每
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次，
为老
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从中受益的
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义诊活动，
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
受到足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
提高
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
增强居民的
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
病难、
看病贵”
的问题。
健康热线：
0715-8102616(门诊)
0715- 8102639(急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