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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刘奕湛 罗沙）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7日听取的一份报
告显示，经过3年运行，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
理机制效果集中显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共
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二审案件9458件，审结7680
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49.3%。

据悉，2019年1月1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挂牌
成立，开始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
权和垄断上诉案件，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
机制正式运行。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
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
诉审理机制建立运行后，案件数量增长迅速，涉案标的
额日益增大。3年来，各地法院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
权和垄断一审案件59351件，审结55835件，新收案件
年均增长10.5%；发明专利侵权一审和二审案件分别
年均增长26.5%和31.8%；诉请金额超亿元案件增多，反
映出科技发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

报告同时显示，案件涉及的技术前沿领域日益扩
展，新型纠纷大量涌现。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案件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27日，带着22颗卫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功“上天”的“共享火箭”——长征八号遥二
运载火箭，创下我国一箭多星任务最高纪录，
由此开启了我国新的共享火箭“拼车”模式。

火箭如何“一举多得”？

2020年12月成功首飞的长征八号运载
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主力中型运载火箭，填补
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吨至4.5吨
的能力空白，可以承担80%以上的中低轨发
射任务。

此次，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长征八
号遥一运载火箭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带助推
器的新构型，是瞄准未来市场需求专门打造
的一型火箭。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项目办主管胡辉彪介绍，从外观上看，长征
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少了两个助推器，但“光
杆”的它运载能力达到3吨级，而22颗卫星合
计不到2吨，完全满足载荷需求。

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长征八号遥二
运载火箭换了更短的整流罩。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陈晓飞介绍，短的整流罩设计完全匹配这
次任务卫星体积的特点，还可以放宽火箭发
射放行条件，提高火箭发射概率。

对于为何能实现一箭22星，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指挥肖耘表示，在
设计之初，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就
将视线转移到小卫星上，提出“共享发射”新模
式，最终确定了7家单位的22颗卫星。
“多个小卫星‘拼车’完成任务，既可充

分发挥火箭能力，还有效满足了市场需求。”
肖耘说。

卫星如何“拼车”？

一箭22星，“拼车”的卫星们为何能够挤
进整流罩？陈晓飞介绍，为确保多星发射安
全、精准，设计团队研制了“三层式多星分配
器”，将传统的“大单间”调整为“小三居”。
“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且有多个卫

星尺寸较大，我们在设计时为‘乘客’提供三
层‘座位’，完美将22颗卫星装进整流罩中，
并安排了舒适的‘座椅’。”陈晓飞说。

“一般而言，一个新的结构从出图到生
产，需要至少一年多时间。我们通过‘模块
化’设计，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生产出来了
多星分配器。”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于龙说。

研制团队不仅要让卫星顺利“上车”，装
进整流罩，还要能够保证卫星不同方向的分
离安全。于龙介绍，卫星到天上后要离开箭
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卫星不同的解
锁方式和分离能源所带来的运动偏差。有

时这些偏差会使卫星与卫星之间距离缩小，
威胁到箭体的安全。

研制团队根据卫星布局，对所有箭体和
卫星偏差进行多轮仿真计算，设计了12次分
离动作，确保22颗卫星安心“下车”。
“本次任务星箭分离时，火箭如同跳了一

支‘太空芭蕾’，22颗卫星如‘天女散花’般释
放。”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
总指挥段保成说。

“一托多”火箭未来前景如何？

可以预见，人类未来进入太空及空间基
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因此，改变
发射场流程、缩短火箭研制周期和成本已成
为不少航天大国的迫切需求。

胡辉彪表示，此次火箭成功发射，既检验
了新构型的协调匹配性，又降低了研制成本
和周期，还可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积累经验，
推动型号走向成熟，为后续进入航天发射主
战场打好基础，巩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商
业航天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作为一枚‘共享火箭’，长征八号遥二运

载火箭采取的‘拼车’方案，为用户提供经济
实惠的发射服务，门槛大大降低了。”肖耘表
示，有了这次成功探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未
来有望实现共享发射的常态化。

在发射场旁就近建设总装测试厂房，把
发射场测试和出厂测试合二为一，能够节省
一系列步骤，极大压缩火箭在发射场的周
期。肖耘介绍，目前海南总装测试厂房已经
开始施工建设，发射工位也正在论证过程
中。届时有望实现7天一次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的发射，一年可发射50发。

新华社海南文昌2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刘硕）关于中国人
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草案27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草案拟对
士兵军衔的性质、设置和管理作出规定。

草案指出，士兵军衔是表明士兵身份、区分士兵等
级的称号和标志，是党和国家给予士兵的地位和荣誉。

草案提出，士兵军衔分为军士军衔、义务兵军衔。
军士军衔设“三等七衔”。高级军士：一级军士长、二级
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中级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
初级军士：中士和下士。军士军衔中，一级军士长为最
高军衔，下士为最低军衔。义务兵军衔由高至低分为
上等兵和列兵。

为规范士兵军衔管理，草案对士兵军衔的上下
级关系、标志佩带等作出规定。草案明确，士兵服现
役的衔级年限和军衔授予、晋升、降级、剥夺以及培
训、考核、任用等管理制度，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新华社哈尔滨2月27日电（记者 董
宝森）记者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7日，绥芬河市在
对铁路货场内企业作业人员核酸检测中，
发现1例初筛阳性感染者，经专家会诊，诊
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绥芬河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
初步排查到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溯源、核酸检
测、人员排查、重点区域和场所消杀等工作
正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太原2月27日电（记者 李
紫薇）记者从27日召开的山西省太原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2月27日，太原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例（均为轻型）。这2名确诊病例
都是此前确诊病例的同班级学生，皆为2
月24日以来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
主动排查出的病例，现已转运至太原市第
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目前太原市共有确
诊病例4例，均为太原市第六十六中学高
中部学生。

2月25日起，太原市相关区域实行分类
管理。截至26日24时，累计追踪管控3761
人，其中密接者344人、次密接者3417人。

新华社香港2月27日电（记者 黄茜恬）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27
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
将紧急向内地试行直接聘用1000名临时合
约照顾员，为期3个月。

罗致光说，在这波疫情中，不少安老院舍员
工由于确诊或隔离等原因，导致人手压力已在崩
溃边缘。他表示，已联络内地多个劳务单位寻求
协助，亦向中央寻求协助协调内地相关部门提供
便利，加快审批申请，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人

员应可以短期内抵港，先接受基本训练。
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对此表

示欢迎。她说，目前院舍不少员工感染新
冠病毒，缺少人手，预料在内地紧急聘用人
员会被指派到隔离设施应急。

新华社香港2月27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7日公布，截至当日零
时，香港新增2602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香港医管局介绍，过去24小时，再
有83名确诊患者离世。

现役士兵衔级制度将作出明确规定

军士军衔：“三等七衔”

义务兵军衔：上等兵和列兵

我国成功发射泰景三号01等22颗卫星 创造一箭多星新纪录

共享火箭“拼车”新模式开启

聚焦疫情防控

2月27日11时0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1等

22颗卫星发射升空，创造我国一箭多星新纪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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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纠纷大量涌现

香港

新增26026例确诊病例

香港将紧急向内地聘用千名临时合约照顾员

为期3个月 第一批人员短期内将抵港

据新华社香港2月27日电（记者 黄茜
恬）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由于早前有多名跨
境货车司机感染病毒，令香港蔬菜供应受到
影响。经内地有关部门与特区政府的推动及
协调，由内地运往香港的鲜活食品供应量正
逐步恢复正常。特区政府27日表示，26日内
地供港蔬菜供应量约为去年平均每日内地蔬
菜供应量的八成半。

记者当日下午3时走访位于红磡的一个

菜市场注意到，市场内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
足，土豆、西红柿、白菜等蔬菜摆放在显眼位
置，价格相较前几日略有回落。
“西蓝花25元（港元，下同）2个，娃娃菜15

元1包，芹菜5元1扎。这一袋子菜买下来不到
80元，要是在前段时间估计得超过100元。”前
来买菜的香港市民林先生说，这两天菜价降
下来一些，但比疫情前略贵。特殊时期，这个
价格可以接受。

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据最新资
料，26日内地供港蔬菜供应量约为2000
吨，约为去年平均每日内地蔬菜供应量的
八成半。其中，经由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
理署及蔬菜统营处各批发市场推出的内
地供港蔬菜约为693吨，整体蔬菜批发价
维持稳定。

发言人表示，26日自内地进口香港的
冰鲜猪肉货量上升，约为平日全港供应量
的1.5倍，而冰鲜家禽货量维持在平日供应
量九成左右。

据介绍，特区政府内地供港物资供应
工作小组与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一直紧密合作，共同探讨通过不同途径确
保内地供港物资供应稳定。经内地有关部
门与特区政府的推动及协调，以及业界人
士的积极参与，由内地到香港的“海上快
线”水路运输服务已经开通。目前，每日有
至少三班驳船服务支援水路货物供应。

为确保货源充足，作为供港食品及肉
食企业，央企华润集团旗下华润五丰密切
跟进货品进口及运输实况，实时部署应变
措施，确保每日有足够的货品满足香港市
民需求，同时严守成本及价格供应在合理
水平。

粤海集团旗下广南行作为香港市场鲜
活食品主要供应商之一，近期多渠道组织
货源，全力保障生猪及其他生鲜食品供
港。近两周供港活猪17193头，最高峰时单
日供港2265头，接近平日供应量的两倍。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任沁沁）云南玉溪市
26日发生一起重型自卸货车侧翻倾轧面包车致6人死亡的
交通事故。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工作组赶赴玉溪指
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督促当地尽快查明原因，查实问题，
查清责任，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经初步调查，2月26日14时30分许，云南省玉溪市驾
驶人尹某玉驾驶严重超限超载（最大允许总质量31吨，实
际车货总重83.44吨）且刹车系统存在故障的云G75371号
重型自卸货车，从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清水沟磷矿山运载
矿石废料下山途中，行驶至一下坡弯道处时，因车货过重、
刹车失灵、操作不当，货车发生侧翻，并将对向云FDC408
号面包车（核载7人，实载6人）压在车下，造成面包车上2
人当场死亡、4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当地公安机
关已对肇事货车驾驶人尹某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肇
事货车非法改装、违法装载等问题开展进一步调查，依法追
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

据新华社广州2月27日电（记者 黄
浩苑）广东省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7
日晚发布通告，2月27日0至20时，东莞市
新增9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10例无症状感染者，均在大朗镇内。其中
10例在密切接触者排查中发现，2例在管
控区重点人群排查中发现，7例在防范区
重点人群排查中发现，均已转运至定点收
治医院隔离治疗。

广东东莞

新增9例确诊病例

2月27日，在香港红磡，菜摊员工在整理蔬菜。 新华社发

香港鲜活食品供应量正逐步恢复正常

水路支援 内地到香港“海上快线”开通

山西太原

新增2例确诊病例

黑龙江绥芬河

新增1例确诊病例

玉溪一货车超限超载致6死
公安部派工作组指导事故调查处理

重庆山城巷坐落在长江之畔，依山而建、沿崖而

上，保留了许多明清以来的院落、吊脚楼等历史建筑，

是重庆“母城”的重要记忆。

自2018年以来，当地按照“延续山城文化记忆 助

力城市有机生长”理念，对山城巷进行“微更新”改造，

既保留历史建筑肌理和脉络，原汁原味展现山城巷的

风貌，又在环境美化、片区功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升级

完善，打造出一个有文化、有记忆、有新生、有活力的全

新山城巷，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称赞。图为2月26日，

游客在重庆山城巷游览。 新华社发

重庆：当百年老巷邂逅城市更新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报，2月27日0时至7时，武汉市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居住于硚口区宗

关街道新合东村。图为在武汉市硚口区

一处在建项目工地核酸检测点，工人排

队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