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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新视界

中国环球电视网海外平台聚焦扬州
介绍瘦西湖秀丽春色，全球网友纷纷点赞评论

本报讯 （记者 张玉菁） 烟花三月，春色
满园，瘦西湖正是赏花好时节。昨天，中央电
视台旗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海外知
名社交网站照片墙（Instagram）上晒出一张瘦
西湖景区的照片， 发文介绍扬州海棠盛开的
烂漫春光，海外网友纷纷点赞评论。

“这张周日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位于中国

东部扬州市的一个景区海棠盛放， 沐浴在宁
静与浪漫中的景象。在中国，海棠花与欢乐、
美丽、温暖有关，它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通常也
象征着游子的思乡之情和离愁别绪。”昨天下
午， 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其官方账号上晒出一
张瘦西湖景区的照片，海棠花、石桥、流水、船
家等“扬州元素”组成一幅秀丽“春光图”。

海棠花是中国特有植物，素有“国艳”之
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为了加深全
球网友的印象， 文中用英文描述了古城扬州
的春日美景，并阐释了“国艳”海棠花的文化

内涵。文末还打出“海棠花”、“春天”、“扬州”
等关键词供网友搜索。记者注意到，该张照片
发布仅5个多小时， 就已收获全球网友近700
次点赞评论。

4月的扬城百花齐放。据了解，在接下来
两个月的时间里，瘦西湖内将有春梅、桃花、
迎春花、牡丹花、海棠等100多种花卉迎春绽
放。其中，海棠3-4月为盛花期，花朵满枝，纷
披婉垂，是最佳的观赏期。瘦西湖的海棠品种
有垂丝海棠、西府海棠、贴梗海棠等，在万花
园东门附近及玲珑花界均有栽植。 作为春日

的赏花佳处，去年清明小长假，瘦西湖创下单
日接待游客13.9万人次的纪录。

据悉，中国环球电视网又称中国国际电视
台，是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国际传播机构。该机
构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
讯社和新媒体集群，以丰富的内容和专业的品
质为全球受众提供服务。照片墙则是一款运行
在移动端上的社交应用，以一种快速、美妙、有
趣的方式将抓拍下的图片进行分享。 目前，照
片墙全球日活跃用户量约5亿， 中国环球电视
网在该平台拥有117万全球粉丝。

4月2日， 我国首个目标飞行
器———天宫一号流星般从天外回
归， 结束了长达7年的太空之旅。
再见，天宫一号，但属于你的精彩
瞬间永远难忘。

亮相
名字自带“中国风”

1992年，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
战略的一部分， 研制目标飞行器
的方案， 在早期规划的时候就已
经确定。10年后， 任务方案通过。
此时，它还没有名字，而是被直白
地称为“目标飞行器”。这个小名，
一直被叫到2006年。这一年，进入
初样研制后， 科研人员给它起了
一个响亮的名字：天宫一号。

2011年6月29日，它被运至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

飞天
太空首迎“中国宫”

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火
箭起飞的巨大轰鸣， 排山倒海般

压向四周。火箭缓缓上升，越飞越
高，越飞越快，慢慢消失在人们视
线中。21时38分，载人航天工程总
指挥宣布，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对接
首次太空之舞

2011年， 一场曼妙的太空之
舞在距地球343公里的轨道上演。

两位舞者，都来自中国：天宫
一号和神舟八号。1时36分，12把
对接锁准确启动， 上千个齿轮和
轴承同步工作， 天宫与神舟毫不
犹豫地牵手相拥。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
握自动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到访
天宫迎来家乡访客

像一尾灵活的蓝色小鱼，航

天员景海鹏以手撑地，“游” 出了
对接通道，出现在天宫一号中。仅
仅一分钟后，航天员刘旺“游”进
天宫一号。 女航天员刘洋则用手
助力，一点一点“飘”进轨道舱，如
同一枚轻盈的羽毛。

2012年6月18日下午，天宫一
号迎来首批家乡访客。 三位航天
员的入驻， 也让天宫一号顿时有
了“家”的温馨。

精度
浩瀚太空打出完美“十环”

6月24日，暂别天宫一号的神
舟九号， 由刘旺控制着从容来到
140米停泊点。12时55分， 神舟九
号与天宫一号紧紧相牵， 对接成
功，浩瀚太空中打出完美“十环”。

这意味着我国完整掌握了载
人航天三大基础性技术中的最后
一项———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授课
最高讲台上的奇妙一课

2013年6月20日上午，天宫一
号变身中国最高讲台， 来自孔子
家乡的女航天员王亚平， 在这里
为全国青少年进行我国第一次太
空授课。40分钟的时间里，王亚平
成功完成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
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实验。

归来
永远的天宫一号

送别神舟十号之后， 天宫一
号即完成了主要使命，进入“退休”
生活。但它不甘寂寞，继续工作。

2016年3月，超期服役两年半
的天宫一号，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在太空孤独地飞行了两年多后，
天宫一号回归地球。

华美谢幕， 意味着更精彩的
演出即将上演———如今， 天宫二
号也早已升空；不久的将来，中国
空间站即将建成。 据新华社

再入大气层后落入南太平洋 绝大部分器件途中烧蚀销毁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测，4月2日8

时15分左右，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已再入大气

层，再入落区位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绝大部分

器件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8年

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

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分析人

士指出，中方此举可谓是先礼后兵合理反击，如果美国继

续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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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方发布的加征关税清单中， 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5％， 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为25％。按照2017年统计，涉及美国对华约30亿
美元的出口。

4月2日生效的征税行动主要针对美国3月初提出的232措
施，即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虽然232措施并非针对单一国家， 但是美国此后不断通过
“豁免”方式，换取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对美方提出的条件。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但美国的措施相
当于动员其他国家一起压制中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而且
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严重侵犯了中方利益。”商务部研
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
永表示，美国的做法背后有着“老辣”的设计。对多国征税看似
公平，但通过“豁免”方式来操纵，结盟的同时实现了只针对中
国的目的。更危险的是，一旦形成结盟，可能会在更多贸易议题
上对中国发难，营造围堵氛围。

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中方并未采取同样的单边
报复行动，而是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程序，可谓先礼后兵。

3月26日，中方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世贸组织向美方提
出贸易补偿磋商请求，美方拒绝答复。鉴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的可能，3月29日，中方向世贸组织通报了中止减让清单，决定
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据悉，在商务部发布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期
间，大量民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措施及产品清单表
示支持，赞成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和产业利益，部分民众还
建议增加措施力度。

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强调，我国倡导并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对美中止关税减让义务是我国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维护
我国利益而采取的正当措施。

有观点认为，中国对美约3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相比美方
对华301调查中涉及的6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 力度不够大。其

实，30亿美元只是针对美国采取的232措施。 对于美国的301
调查，中国还未真正亮剑。

“232措施只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连环拳中的一招，中国
进行了有理有利有据有节的反击。 此事也表明了中国的态
度，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我们将再还击，让美国感到疼
痛。”李永说。

对于磋商谈判的立场，中方一直未变。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表示，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谈判
是有原则的。 中方不会接受在单方胁迫下展开任何的磋商。

他表示，希望美方尽快撤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使
中美双方间有关产品的贸易回归到正常轨道。双方应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实现共同发展，避免后

续行动对中美合作大局造成更大损害。 据新华社

若美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先礼后兵，中方做法符合WTO规则

美严重侵犯中方利益，有很大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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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太空之旅七大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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