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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1月12日电 1月12日7时18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
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
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
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这次发
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首次发射，正
式拉开新年度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验证，可对
外提供服务。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将于2018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262次飞行。

“一箭双星”
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成功发射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
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
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
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我
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
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
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
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
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
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
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
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
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
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了社会主
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
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
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列
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
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
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
举措。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
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
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党中央决定用一
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明
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
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
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原
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法按
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
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坚
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
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
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十九届二中全会将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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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在成都揭牌

- 2℃-10℃
今 日 成 都 市 区

多云偏南风1-2级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30 总第8298期 本期定价：1元
广告热线:028-96111 广告许可证号：5100004000110
值班副总编辑赵晓梦 本版责编 仲伟 版式李浩

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28-96111 邮发代号：61-602
发行服务热线:成都主城区86969285、86969286 市州及成都市郊片区11185
本报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邮编：610012

今日8版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人造太阳”
解决人类能源终极问题

涉及30多个国家，世界上
最大的科学合作工程——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简称

“ITER”)正在多个国家进行，预
计本世纪中叶可获得能供人类
使用百亿年的聚变能。所谓核
聚变能源研发，简单来说是利
用氢弹原理进行发电，ITER计
划就是为验证利用核聚变发电
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可行性。

ITER实验堆建在法国，其
部件则分布在世界各国制造。
在技术方面，中国承担其中约
9%的研发制造任务——由核工
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科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科学家
具体承担。其中，位于成都的核
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承担了其
中约一半部件研发的重任。

新作为新时代 新气象

整合优势资源
中法共同推进“人造太阳”

在聚变领域，“人造太阳”项目正有条
不紊地进行，这个将产生50万千瓦的聚变
功率的计划，预计在2025年完成第一期建
设，2035年全部完成建设。

“建设过程会有招标、安装和调试等工
作，这需要在聚变领域有经验的团队联合
起来办好这件事。”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
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看来，任何一家
科研中心都会有“短板”，整合优势资源，共
同推进“人造太阳”项目和核聚变能源研
发，正是联合中心成立的初衷。

据了解，中法双方将在在ITER采购包
性能测试与ITER运行调试、磁约束聚变装
置关键部件及技术、聚变科学与等离子物
理实验研究、下一代聚变堆装置等方面开
展合作。

“在地球上建一个‘太阳’不是那么容
易，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进来。”罗德隆提到，联合中心的成立还有一
个不容忽视的意义：为ITER项目培养和储
备人才。在中法合作框架下，中法每年有超
过10人次互访，双边联合培养一批优秀的
青年科技人员，提升中法在聚变领域的科研
实力。“让不同的年轻人去不同的实验室里
工作、锻炼，成为今后的领军人物。”

攻关科研难题
法国就地提供技术支持

联合中心成立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工程技术方面，中法科研团队都
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更好地推进
ITER项目。由于ITER实验堆建在法
国，此前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也面临着
因距离疏远的窘境，联合中心的成立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中国的采购包部件运抵ITER
场址后，可由法国实现调试、就地提供
技术支持，共同实现交流和攻关科研
难题。不仅如此，CEA偏滤器采购、
联合进行ITER运行调试、核聚变技术
合作、联合竞争ITER计划建设安装任
务以及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建造做
准备等方面的合作，都将迎来新阶段。

中法两国的核能合作由来已
久，最早可追溯到 1982 年，中法两
国签订了第一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议定书。自此，核能成为中法两国
传统的合作领域，在中法聚变科技
合作领域，双方合作时间超过 20
年，中国环流器二号A（HL-2A）装
置与法国的 Tore-supra 超导托卡
马克装置，以及近期开始投入运行
的法国 WEST 托卡马克装置，在科
技合作与工业合作的方针指导下，都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止“人造太阳”
继续推进核聚变能源研发

在能源短缺的时代，科学家仿效太阳的
原理建造“人造太阳”，看中的正是核聚变反
应不可复制的优越性。核聚变是小质量的
两个原子核合成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聚变
核燃料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燃料无尽。”
罗德隆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升海水提取
出的氘，通过聚变反应，可以产生相当于
300升汽油的能源。

此外，核聚变也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不
产生大气污染。与核裂变相比，核聚变不产
生高放射性、难处理废料的核废料，“安全可
靠，放射性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少。”罗德隆提
到，联合中心成立以后，不仅要全面推进ITER
项目，还将进一步推进核聚变能源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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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学
合作工程——国际热核聚变
实验堆计划(简称“ITER”)，
由于模拟自太阳内部的核聚
变原理，它还有一个更形象
的名字：“人造太阳”。1月
12日，该项目的进展在成都
有了新动向，中法聚变联合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中
心）在成都核工业西南物理
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意
味着中法聚变联合研究中心
在成都的工作正式展开，中
法聚变合作进入了新阶段。

事实上，早在 2017 年
11月24日，联合中心四家
成员单位——中国国际核聚
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核工
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科院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和法国
原子能委员会（简称“CEA”）
就共同签署了中法聚变联合
研究中心执行协议。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
新治理，提升我国集聚利用
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和
水平，在ITER计划框架下，
核聚变中心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核聚变领域的双边多边国
际科技合作，联合中心的成
立便是其中一项。2018年，
双方在平等互赢的基础上，
或将在偏滤器项目和中心螺
旋管项目上展开具体实践。

环流器HL-2A的中控大厅，屏幕上显
示的是实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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