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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西安
城墙护城河及环城公园
（西门-北门-东门段）综
合改造工程河道结构工
程已完工，8月 1日开始
注水。10月 1日，护城河
景区将全面建成并免费
开放。

西 安 护 城 河 全 长
14.6公里，是西安城墙外
围环城一周的人工防护
河，曾是古城防御体系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推移，护城河
城防功能退出了历史舞
台，转而承接了城区雨
水调蓄和泄洪干道的作
用，为西安市城市防洪
发挥了巨大作用。

笔者了解到，2005年
至2017年，西安护城河先
后进行了东－建国门、建
国门－朱雀门、朱雀门－西门3次规模化改造，
共完成治理6.2公里，形成景观水域16.8万平方
米。2019年开始实施的西安城墙护城河及环
城公园（西门-北门-东门段）综合改造工程通

过改建截污箱涵，进行河
道防护，最大程度做到雨
污水与景观水分离，水质
达到地表准三类水。

本次改造后，护城河
全线可形成景观水面35.3
万平方米，环城公园 75.6
万平方米。目前，西安城

墙护城河及环城公园（西门-北门-东门段）综
合改造工程河道结构工程已完工，8月1日开始
注水，每天将有 6万立方米水注入护城河。目
前环城公园景观绿化提升工程已完成工程总量
的80%，计划9月底全面完成。

据介绍，全面建成开放后的护城河及环城
公园，不仅可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闲适
场所，还将历史文化巧妙地渗透进市井生活，
将推出民俗文化展示、休闲娱乐综合体验、城
市绿地生态体系三大系列主题产品，营造沉浸
式体验氛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锻炼、游
览观赏的一方乐园。 16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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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天问一号”首次轨道中途修正测控工作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佳木斯深空站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8月2日，我国
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实施
首次轨道中途修正。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佳木斯深空站向已飞离地球超过
300 万公里的探测器精准上注来自北
京中心的各项控制指令，并顺利完成
长达十余小时的连续跟踪测量。

8 月 1日 21时，探测器如期进入佳
木斯深空站测控范围，深空站及时发现
并成功捕获目标，完成天地链路建立。
8月 2日 7时整，探测器 3000N发动机工
作20秒，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该 站 站 长 韩 雷 告 诉 记 者 ，本 次
3000N发动机点火，在完成轨道修正的
同时，验证了发动机在轨的实际性能。
在未来几个月内，佳木斯深空站还将继
续与我国其他深空站联手，对“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上
行指令加注。

据介绍，佳木斯深空站建设有全亚
洲天线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
深空测控天线。作为中国深空测控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站已圆满完成了
嫦娥三号、嫦娥五号再入返回、嫦娥四
号等多次深空测控任务。在“嫦娥三
号”任务中，受月面复杂环境影响，“玉
兔号”月球车在第二次月面前出现了
机械控制异常。经过“林海牧星人”两
天两夜的测控，“玉兔”得以成功“苏

醒”，被誉为“唤醒玉兔的人”。
今年以来，佳木斯深空站在深空测

控和疫情防控两条战线持续“双线作

战”。为积极筹划推动各项工作，他们
细化各任务节点事件，先后完成了测
控系统适应性改造和深空测控通信系

统联调。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天问
一号”探测器的测控间隙，继续实施

“嫦娥四号”探测器的长期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8月 2日 7时
0 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在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的
3000N发动机精准工作 20秒钟后，顺利
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继续飞向遥
远的火星。

在发生这一幕时，“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距离地球 300万公里。截至第
一次轨道修正前，“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器已在太空中飞行约 230个小时，各系
统状态良好。

“这是六院研制的 3000N轨控发动
机首次太空点火工作，表现非常优
秀。在完成轨道修正的同时，也验证
了发动机在轨的实际性能。”正在北京
飞控中心工作的航天科技六院型号总
师兰晓辉说。

据悉，从 2010 年立项到 2016 年定
型，3000N 轨控发动机的研制，曲折艰
辛。作为该型号发动机研制的该院 11
所副总设计师，兰晓辉和研制团队一起
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凭借执着与坚持，
终于完成了该型号发动机研制任务。在
上天之前，3000N轨控发动机已经历了
多项考核，充分验证了各项关键技术。
此次太空首秀表现完美的喜讯传来，型
号团队研制人员难掩激动心情。

兰晓辉介绍说，3000N轨控发动机
主要承担着三项任务：“三环”转移到“四
环”过程中的姿态修正，“四环”上的“刹
车制动”，火星附近的轨道调整。

后续，“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还将
经历深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正，奔火飞
行 6个多月后抵达火星附近，通过制动

被火星引力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
陆火星的准备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3000N轨控发动机摩拳擦掌、严阵
以待，我们对完成这些任务充满信心。”
兰晓辉说。

据了解，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过
程中，探测器会受到入轨偏差、控制精
度偏差等因素影响。由于探测器长时
间处于无动力飞行，微小的位置速度
误差会逐渐累积和放大。因此，在执
行飞行任务时，科研人员需要根据测
控系统测定的探测器实际飞行轨道与
设计轨道之间的偏差，完成对应的探测
器姿态和轨道控制，确保探测器始终飞
行在预定的轨道上。

兰晓辉介绍，中途轨道修正的关键
在于修正时机的选择以及每次修正的实
施精度。六院科研团队研制的这款
3000N轨控发动机，在第一次轨道修正
过程中，非常精准地完成了所有工作。航天科技六院研制的3000N发动机

完成“天问一号”首次轨道中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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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北城际铁路位于陕西关中盆地西北隅，全长
约14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陕西省“十三五”重
点建设项目，也是陕西关中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日，由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承建
的该铁路乾县右线特大桥跨西银高铁门式墩盖梁钢
模板架设圆满收官。 倪树斌 摄

本报讯（刘芳芳）7月29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召
开 2020年电网迎峰度夏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今夏榆
林电网供需形势预测，介绍了迎峰度夏期间采取的
保障措施。

入夏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好转，榆林市工农业生
产快速恢复，加之空调风扇等使用量的增加，造成榆
林电网负荷呈明显上升态势。据预测迎峰度夏期间
榆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 340 万千瓦，同比增长
6.95%，最大日用电量将达 5800万千瓦时左右，同比
增长 8.34%，出现时间预估在 7 月中下旬至 8 月上
旬。迎峰度夏期间受夏季极端天气交替等多重因
素叠加，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临挑战。为此，该公司
精心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障迎峰度夏期间榆
林电网安全可靠供电。一是整治隐患，确保供电可
靠。二是优化网架，加快电网建设。三是科学调度，
确保有序用电。四是快速抢修，提高服务效率。五
是用心服务，确保客户用电满意。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多措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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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辜承学 赵健 岳燕强）7月 31日，渭河发
电公司运用机组深度调峰新技术，狠挖产能潜力，在
陕西电网辅助服务市场，取得新突破，获得新的利
润增长点。

渭电公司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围绕电网辅助服
务市场，对#5机组进行深度调峰改造应用，初步实现
从“纯发电”到“发电+供热”再到“发电+供热+辅助服
务”的新转变。该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机组30%-40%
额定负荷稳定深调，在没有额外投入的情况下，可在
原有基础上，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渭河发电公司

运用新技术获利润增长点

本报讯（蔡馨逸）7月 31日晚，“曲江之夜”文旅消
费券发放仪式在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举行。10万份
消费券将以券包的形式计入消费者的支付宝卡券包。

据了解，此次共设有 3种类型合计 6张消费券。
其中，金花券 1张，金额为满 200元减 100元；文旅券
2张，单笔 20元无门槛；生活券 3张，金额为满 50元
减20元。

金花券可于西安市内世纪金花商业综合体内活
动商家进行线下以及线上消费时使用。文旅券可
在购买曲江范围及下辖各景区门票、旅游演艺门
票以及在部分酒店消费时使用；购买西安演艺集
团下辖各剧场剧票时使用。生活券可在曲江范围
及下辖餐饮门店、商业综合体、超市、便利店、书
店，以及西安市范围内人人乐超市、西旅旗下老
字号餐饮店等参与活动商家进行线下以及线上
（饿了么、口碑、盒马、银泰喵街平台）消费时使用。

曲江发放10万份文旅消费券提升消费活力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30日下
午，在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闭幕会上，
表决通过了《陕西省治理货物运输车
辆超限超载条例（草案表决稿）》。该
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
单位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货物运输车

辆超限超载和执法人员违法行为。
本次条例修改的最大变化是，将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至“保
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之前。条例
修改按照行政处罚法修订和国家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行
政执法主体。增加了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履行行政
执法职责”的内容。增加明确了货物运
输经营者和驾驶人职责，对货物运输经
营者、车辆驾驶人提出了明确要求。在
第十五条增加了第二款、第三款，明确
了县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
门的相关职责。

另外，条例明确，对单位和个人投
诉举报货物运输车辆违法超限超载和
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有关部门应当在
规定期限内调查处理，并向投诉举报人
反馈处理结果。

货车超限超载单位或个人可投诉举报

新华社天津8月1日电（记者 周润
健）月亮何时最圆？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
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在庚子鼠年
的农历六月里，十五的月亮却是“十四
圆”，最圆时刻出现在 8 月 3 日 23 时 59
分。天文专家表示，“十五的月亮十四圆”
这种现象比较罕见。21世纪这 100年中，
这种情况仅会出现6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每逢农历初一，我们

看不到月亮，叫“新月”，也叫“朔”；到了农
历十五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
称为“满月”，也叫“望”。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所在这一天
为每月初一。但同是初一，“朔”可能发生
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生在晚
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身也有长有短。这
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
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
早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初

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天 18
小时22分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

“望”以出现在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
多，其中又以出现在农历十六为最多。

在 21世纪的这 100年中，“满月”出现
在农历的十七、十六、十五和十四的次数
统计结果显示，出现“满月”的次数共1241
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
有 579次；其次是农历十五，有 468次；再
次是农历十七，有188次；次数最少的是农

历十四，仅有6次。
史志成表示，从农历十四到农历十

七，“满月”不论出现在哪一天，都是正常
历法现象。每一次“满
月”的出现，都给人们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赏月良
机。盛夏之夜，如果天气
晴好，感兴趣的公众不
妨在 8 月 3 日晚“仰望
苍穹里，招手邀圆月”。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罕见！

今晚仰望苍穹里，招手邀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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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7月31日，陕西省直属机关
妇女工作委员会举办“2020年三秦妇女讲坛”，邀请陕
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授课，省直机关妇工委
主任史捷主持。

庞雅妮分别从陕西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
重要地位、考古发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周人周史等
方面讲解了周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主要贡献。

省直各部门各单位妇委会负责人、女干部职工代表
共80余人参加，课后大家分批参观了“古芮新迹——陕
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考古成果展”。

省直机关妇工委举办“2020年三秦妇女讲坛”

本报讯（姜辰蓉 郑永峰）榆林市府谷县黄河文化
文献资源主题图书馆和黄河记忆数字资源主题图书
馆建设征询意见会 7月 31日在府谷县图书馆举行。
这标志着陕西省首家以“黄河文化记忆”为主题的图
书馆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据了解，府谷县“黄河文化文献资源”和“黄河文
化记忆”主题图书馆主要是围绕陕西境内的黄河农耕
文化、黄河红色文化、黄河旅游文化等几大类进行资
源建设，同时收集府谷黄河文化历史文献、照片，影
视、音乐等数字资源加工，建设“黄河文化记忆”特色
资源数据库，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展陈技术进行
展示与服务。建成后将具备地方性、个性化、交互性、
特色性以及检索方式便捷等特点。

我省建设首家“黄河文化记忆”主题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