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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07

国新办发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近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
布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以
数字“70”和代表
国家形象的国徽
五星及天安门作
为 设 计 核 心 元
素，紧扣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庆典活动主
题。活动标识中，

“70”设计成翻开
历史新的一页的
视觉效果，突出
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的崭新形象，
寓意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奋
力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
节日的彩带，其
飘动的效果与醒
目的金色立体国
徽五星及天安门
所在的圆形构成
了一动一静的互
动关系，既体现了
历史的厚重感，又
蕴含了重大节日
的欢庆气氛。

活动标识可
广泛用于各地各
部 门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活 动
环 境 布 置 和 群
众 性 主 题 教 育
活动用品制作。

使用说明
此标识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唯
一指定标识。

一、使用范围
1.用于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及其他
有关活动。

2.用于庆祝活动环境布
置和请柬、证件、须知、签到
簿等用品的制作。

3.用于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的背景板、标牌、彩旗、
遮阳伞、遮阳帽、手提袋、文
化衫等的制作。

4.用于新闻报道专题专
栏、专题网页和宣传品、宣传
折页、宣传标语、公益广告、
招贴画等的制作。

5.用于制作庆祝活动即
时贴、胸牌、臂章等，供群众
佩戴留念。

二、使用要求
1.庆祝活动标识使用应

当严肃、庄重，不得任意修
改、变形或变色，不能因放大
或缩小破坏标识的完整性。

2.庆祝活动标识不得用

于商业广告、制作商标或其
他任何商业性用途，不得用
于私人庆典和吊唁活动。

3.以庆祝活动标识为元
素制作的用品，要与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
题密切相关，不得乱用、滥
用。

4.庆祝活动标识使用要
结合实际、因时因地而异，妥
善把握与周边环境关系，注
重整体效果，既要有利于营
造浓厚社会氛围，也要注意
不能破坏现有人文自然景
观，确保与城乡环境面貌协
调统一。

三、使用管理
1.庆祝活动标识所有权

属于国务院新闻办。
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

做好庆祝活动标识的商标注
册管理工作，防止标识被商
业注册，要加强标识使用的
市场监督和管理。

3.各地区各部门要对辖
区内和主管主办的活动进行
监督，对不按要求使用标识
等问题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予以整治。 据新华社

>>联手促自查

美国联邦航空局2日发表声明，
说这一航空监管机构的“认证管理办
公室”与波音公司调查后判定，一家

“次级供应商”生产的至多148个部件
有缺陷，可能影响全球133架波音
737 NG和179架737 MAX客机；美
国范围内受影响的客机数量分别是
32架和33架。

声明说，这一名为“前缘缝翼导

轨”的部件因制造过程不当，可能在
强度和耐用性方面无法完全达标，容
易出现过早失效或开裂等情况。即便
完全失效，前缘缝翼导轨不会对飞机
造成损伤，但存在飞行中损伤飞机的
风险。

联邦航空局将发布适航指令，要
求受波及的航空运营商10天内完成问
题部件更换；同时提醒各国民航管理
部门注意这一情况并采取必要行动。

波音公司同一天发布服务公告，
承认一家供应商生产的一组特定批

号的前缘缝翼导轨可能不合格，已建
议运营商检查并及时更换特定737客
机上的相关装配件。

波音已找出最有可能受影响的
21架737 NG和20架737 MAX客机，
建议运营商对另外112架NG和159架
MAX作额外检查。波音说，正为客户
准备更换用的部件，更换作业预期需
要耗时一至两天。

>>次级供应商

前缘缝翼安装在机翼前端、可沿
导轨伸展，以提供升力，在飞机起飞
和着陆时发挥重要作用。

一名要求不公开身份的航空业
专家告诉法新社记者，前缘缝翼导轨
是“关键装置”，如果前缘缝翼无法对
称延展，可能导致飞机两侧升力不
均，在起飞和着陆时“尤其危险”。

联邦航空局和波音没有“点名”
问题前缘缝翼导轨的供应商。不过，
波音经由电子邮件向彭博社记者披
露，问题部件由美国势必锐航空系统
公司的一家供应商生产。势必锐总部
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是全球最
大的一级航空结构制造商。

>>难免新疑问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
塞 俄 比 亚 航 空 公 司 各 一 架 737

MAX 8型客机去年10月和今年3月
先后坠毁，合计致346人丧生。

两起空难让波音成本增加、被迫
减产并停止回购股份。按照法新社的
说法，先前被视作国际航空业“黄金
标杆”的美国联邦航空局因为涉嫌对
波音客机的认证疏漏而信誉受损。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网站报道，更换问题部件可能让部
分航空运营商在暑期旅游旺季更加
捉襟见肘。受737 MAX停飞波及，运
营商不得不取消数以千计8月底以前
的航班。

空难暴露的737 MAX客机自动
防失速系统问题以及时隔1年多才披
露一种安全警示灯故障招致不少飞
行员不满。美国联合飞行员协会发言
人丹尼斯·塔耶尔说，希望波音澄清
何时、如何发现前缘缝翼导轨缺陷以
及何时向联邦航空局通报。

波音上月宣布完成737 MAX软
件更新及相应的模拟机测试和工程
验证飞行，正为最终复飞认证做准
备。但在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
尔·埃尔韦尔看来，他最不想做的就
是“为取消停飞令设置日期”。

阿联酋航空公司总裁蒂姆·克
拉克告诉媒体记者，由于其他航空
监管机构将复核美方的飞行安全许
可，波音737 MAX复飞可能需半年。
如果“圣诞节前”能复飞，他“会感到
惊讶”。 据新华社

重返月球！
美国紧锣密鼓筹备登月计划

雪上加霜 波音遭供应商“拖后腿”
部分波音737客机被曝存在零部件缺陷

美国联邦航
空局和波音公司
2日分别证实，
一种机翼部件有
制造缺陷，可能
导致全球合计
312架波音737
NG和MAX系列
客机出现问题，
敦促各航空运营
商自行检查各自
飞机并及时更换
问题部件。

因 两 起 致
命空难，美国等
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已停飞
以至禁飞波音
737 MAX客机。
问题零部件事
件恐让波音信
誉再遭质疑。

3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州伦顿波音工厂拍摄的一架波音737 MAX飞机 新华社发

印度当地官员3日说，该国空军救援
人员已经发现在北阿肯德邦攀登楠达德
维山东峰时失联的8名登山队员中5人的
遗体，其他3人仍下落不明。

印度空军3日派出两架直升机到登山
者最后一个落脚地点附近进行了两个小
时的搜寻，一架直升机上的救援人员发现
这5名登山者遭遇雪崩遇难。

一名当地官员说，他们在一个未命名
高峰的大约5000米高度处发现了这些遇
难者遗体，该地点距离楠达德维山东峰
大约500米。由于地处偏远，搜救人员很
难将遇难者遗体转移下来。当地的恶劣
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直升机当天无法
开展第二次搜寻。

据当地官员介绍，由英国王牌登山家
马丁带领的登山队获得了楠达德维山东
峰的探险许可，但他们没有前往那里，而
是转向了另一个未命名的高峰。

这群登山者共有12名，按照原定计
划，他们5月13日从位于蒙西亚里的大本
营出发，本该于5月25日回到营地，但截至
6月1日晚只有4人返回，有8名登山者失
联，其中包括4名英国人、2名美国人和1名
澳大利亚人，另一名可能是印度当地向
导。得知他们失联后，当地政府部门立即
启动了救援工作。

据悉，楠达德维山有两座山峰，西面
的主峰海拔为7816米，东峰高度约7434
米。 据新华社

印度发现5名
失联登山队员遗体

外 媒 称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说，美国计划在2020年和2021年向
月球表面运送设备。这将是自上世纪70年
代以来首次采取这样的行动。美国预计将
于2024年执行载人登月任务。

据法新社5月31日报道，作为“阿耳忒
弥斯”登月计划的一部分，NASA选中了航
天机器人技术公司、“直觉机器”公司和

“超越轨道”公司这3家美国企业来负责运
送仪器和其他科学设备。

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将人类重返月
球的时间表提前了4年，把2024年作为最
新的目标时间。

这些公司各自开发出不同大小和形
状的着陆器，其中一个比较高大，另外两
个比较小巧。

报道指出，这些着陆器将运送NASA
提供的多达23批次较小载荷的设备，包
括用于搜集信息的仪器，它们可以帮助
随后抵达的宇航员着陆、导航和避免辐
射伤害。

法媒称，“超越轨道”公司的着陆器将
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
发射，最迟将于2020年9月抵达“雨海”盆
地(月球陨石坑中的一个熔岩平原)。“直觉
机器”公司的着陆器力争在2021年7月之
前抵达风暴洋(这个月球上的黑暗区域在
地球上就能看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
将为这次发射提供帮助。

总部位于匹兹堡的航天机器人技术
公司希望在2021年7月之前抵达“死湖”
(月球靠近地面的一个大型陨石坑)。该公
司尚未选定用哪种火箭发射。

报道披露，NASA为这些公司研发着
陆器提供了7700万至9700万美元不等的
奖励。

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说：“明
年，我们将在月球表面开展初期科学和技
术研究工作，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5年
向月球派遣首位女性宇航员以及下一位
男性宇航员。”

美国上一次执行载人登月任务是在
1972年，也是最后一次“阿波罗”行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