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日，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又迎
来一批回来越冬的白天鹅。据工作人员统计，当日这里
的白天鹅已经达1000只左右。⑨3 杜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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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日报社全
媒体记者 范坤鹏）11 月 1日，记者从洛阳
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轴研所”）
获悉，由该公司配套研制的中国空间站梦
天实验舱二氧化碳还原子系统的动力机构
传动——轭异形组件、真空脂润滑轴承，为
航天员撑起生命守护伞，助力中国航天向
着星辰大海继续进发。

梦天实验舱全长 17.88米，直径 4.2米，
起飞重量约 23吨，是中国空间站三个舱段
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的舱段。其配置了13
个标准载荷机柜工位，主要用于开展微重
力和真空环境科学研究，可支持流体物理
等前沿试验项目，堪称天宫的“梦工场”。

据了解，空间站里“一克水等于一克
金”，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必须保障工作、
生活用水。空间站二氧化碳还原系统主要
是把航天员呼出的二氧化碳转化成可循环
利用的再生水，是空间站环境控制与生命
保障系统的6个子系统之一，也是技术难度
最大的一个，被誉为生命保障系统建设的

“最后一片砖瓦”。
“在空间站主体建造过程中，轴研所始

终与中国航天员中心保持紧密协作，充分
发挥轴承科研优势，助力飞天圆梦。本次
研制配套的传动轭异形组件、真空脂润滑
轴承，是梦天实验舱二氧化碳还原子系统
的动力机构——真空压缩泵的传动核心，
其通过复杂的多自由度耦合运动，为真空
压缩泵高效回收和压缩二氧化碳提供核心
动力。”轴研所特种轴承事业部有关负责人
说。

据介绍，此前，轴研所作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长期配套单位，曾深度参与中国空
间站工程建设，提供了多款自主研制的新
型特种轴承组件及产品，包括在轨姿态控
制系统飞轮轴承组件、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涡轮泵用低温高速轴承、对日向心机构转
动轴承组件、尿处理系统耐腐蚀轴承等。

轴研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轴研
所将持续提升轴承研制实力，助力中国航
天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奋勇向前。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叫响怀药品
牌，赋能乡村振兴。11月 1日，2022
年温县铁棍山药文化周开幕。

本次文化周活动邀请媒体、电商
平台开展基地采风、千人直播，山药
企业、合作社、餐饮协会举办产品展、
斗山药比赛、怀药美食展等主题活
动，搭建统购统销平台，提升温县铁
棍山药品牌价值和知名度。

近年来，温县统筹推进铁棍山药

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积极
探索统购统销产业发展模式，努力将
温县铁棍山药产业打造成为百亿级
的富民产业。该县先后取得了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河南
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出口四大
怀药质量安全示范区等荣誉，温县铁
棍山药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国家驰名商标，并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0 月 30
日，在三门峡市高新区大王镇北营村
黄河段，鸟类保护志愿者张明云发现
了迁徙过冬的 200多只小天鹅正在黄
河中遨游栖息。“往年只发现过几十只
小天鹅的种群，没想到今年来了这么
多！”张明云惊叹道。

据了解，在我国常见的野生天鹅
有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三种。每
年来三门峡过冬的天鹅，以大天鹅为
主。统计显示，近年来，每年来三门峡
越冬的白天鹅达 1.7万余只、占全国三
分之二以上，三门峡已成为中国大天
鹅最大的越冬栖息地。

小天鹅在体形上与大天鹅非常相
似，习性也几乎相同，生活在多芦苇的
湖泊、水库和池塘中，主要以水生植物
的根茎和种子等为食，也兼食少量水
生昆虫、蠕虫、螺类和小鱼。大小天鹅
同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亚成鸟的大
天鹅和小天鹅不容易分辨，成鸟反

之。最容易区分它们的方法是比较嘴
基部的黄颜色大小。大天鹅嘴基部黄
色延伸到鼻孔以下，而小天鹅仅限于
嘴基两侧有黄色。另外，小天鹅颈部
和嘴比大天鹅略短，大天鹅脖子长度
是鸟类中占身体长度比例最大的，甚
至超过身体的长度。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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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圆梦逐九天

“洛阳造”为航天员撑起生命守护伞

2022年温县铁棍山药文化周开幕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10月 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信
阳市羊山新区新11街新开业的全省首
家绿色支行——中信银行信阳羊山绿
色支行。“绿色金融、创享美好”“金融
活水围绿绕、‘两山’理论送金来”的海
报标语，以及特设的绿色金融展示区、
绿色信贷区，都彰显着与传统金融机
构的不同。

“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绿色支行
的特色在于：一是优先为符合绿色发
展政策的产业提供信贷支持，助力地
方经济绿色崛起；二是持续创新推出

多样化绿色金融产品；三是专营代理
绿色债券。”行长杨宏坦言，很高兴参
与信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创
新实践。

绿水青山是信阳最优的资源禀
赋、最大的发展潜力，全市森林覆盖率
超过 42%，高出全国 20个百分点，每
年生产生态服务价值量 6000 亿元以
上，新增碳汇500万吨。

信阳坚持把绿色作为加快老区振
兴、加速绿色崛起的亮丽底色。今年
年初，按照“产业为基、金融为器、绿色
为本、创新为魂”的理念，“融红于绿、
点绿成金、数字赋能、绿色崛起”的思
路，全面开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申建工作。
“全省首家绿色支行的开业运营，标

志着信阳正式开启全面构建绿色金融专
营机构的大幕。”信阳市金融工作局党组
书记、局长宋昊表示，信阳紧抓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机遇，围绕打造“三区一中心”
目标，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当前，信阳正推动中原银行信阳
分行转型为全域绿色主办银行；建行、
工行绿色支行也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运
营；中原农险信阳分公司获批挂牌绿
色保险产品创新基地和实验室；中金
财富信阳营业部挂牌绿色证券营业
部，全方位多层级打造绿色金融服务
体系，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新格局。

开业伊始，中信银行信阳羊山绿
色支行已联合浦发银行信阳分行为信
阳绿色家居产业龙头企业——万华生
态板业集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6亿元
的信贷支持，为信阳同合车轮有限公
司绿色工厂建设提供 1 亿元银行授
信。他们还将创新推进更多的绿色金
融产品，为信阳申建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助力添彩。

据统计，截至 9月末，信阳绿色贷
款余额达 129.34 亿元，较年初新增
52.97亿元，同比增长 80.9%。利用碳
减排专项支持工具，金融机构向绿色
企业发放低息优惠贷款 21.6 亿元，位
列全省第一。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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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征程，世界新机遇。党

的二十大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

全球关注的焦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300多

个新提法，更是成为世界进一步读懂中国、读懂

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

念和经验的重要窗口。

这 300多个新提法中，有很多已成为备受

瞩目的热词，如“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不少外

国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新课题。本报即日起

特别推出“党的二十大报告热词双语说”系列海

报，和您一起品读报告热词，解析中国方案，感

受中国力量，分享中国故事。③5

全省首家绿色支行开业的背后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
后，于北京时间2022年 11月 1日
4时 27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
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
历时约13小时。

后续，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
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
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组合体。

据悉，梦天实验舱内安装有
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领域的超冷
原子物理实验柜、高精度时频实
验柜等 7个方面的 8个科学实验
柜。其中，高精度时频实验柜是
空间站中最复杂的实验柜。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主任、
高精度时频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
指挥张首刚介绍，高精度时频实
验系统通过舱内不同特性原子钟
组合，将建成世界上在轨运行的

精度最高的空间时间频率系统。
该系统产生的高精度时间频率信
号，利用安置于舱外的微波和激
光时间频率传递载荷向地面和空
间一定范围传递高精度时间频率
信号。

作为空间站科学和技术实验
平台之一，高精度时频系统研制
目标是为相关精密测量物理提供
研究平台，为相关工程技术应用
提供高精度时频信号。

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
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这是梦天实验舱从这是梦天实验舱从 1919米停泊点向天和核心米停泊点向天和核心
舱前向端口靠近的模拟图像舱前向端口靠近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来三门峡过冬的小天鹅越来越多

EditorEditor’’s Notes Note

China’s new advances indevelopment have bee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remarkable and has at-
tracted world wide attention.The more than 300
new expressions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
tional Congres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world to get to know China better，learn
about the CPC better，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
ing of the CPC’s ideas and experience on national
governance.

Many of these new expressions have become
high-profile key words overseas，such as “Chinese
modernization”，which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topic for many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We are
launching a series of bilingual posters of “Key-
words from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to tell you China’s stories，helping you
get across the Chinese input an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