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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撞击行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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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对外发布火炬接力路线
DART航天器
“
双胞胎” 行星
之哥哥
“
双胞胎” 行星
之弟弟

保卫地球！
地球

美国航天局发射航天器，测试防小行星撞地球能力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4 日电 美国航
天局“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DART）” 航
天器 24 日从加利福尼亚州发射升空。 这
是美国航天局首次开展测试小行星轨道
偏移技术的任务，旨在提高防御小行星撞
击地球的能力。
据美国航天局网站 24 日发布的消息，
美国东部时间 24 日凌晨 1 时 21 分（北京
时间 24 日 14 时 21 分），DART 航天器搭
乘一枚“猎鹰 9” 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太空
军基地发射升空。按计划，DART 与火箭分
离后将独自飞行近一年时间，于 2022 年 9
月撞向一个近地“双胞胎” 小行星系统中
较小的一颗小行星，以改变其轨道。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这个“双胞胎”
小行星系统由两颗直径分别约为 780 米和
160 米的小行星组成。 较小的一颗是环绕
较大小行星飞行的卫星，它就是此次试验
的撞击对象。 这颗目标小卫星并不会对地
球构成威胁， 撞击后也不会构成新的威
胁，因此成为这类撞击试验的“完美天然
实验室” 。

据介绍，这次撞击主要为了验证通过
“动能撞击器技术” 改变小行星运行轨
道。 DART 航天器主体尺寸与一辆小汽车

发射现场

相当， 两侧各有一个完全展开后长约 8.6
米的太阳能电池板。 借助其搭载的高分辨
率摄像机和自动导航系统，在“双胞胎”
小 行 星 系 统 距 地 球 约 1100 万 千 米 时 ，
DART 将以每秒约 6.6 千米的速度撞向目
标小卫星。
这次撞击将使目标小卫星轨道周期
缩短约 4 分钟，略微拉近“双胞胎” 小行
星系统中两颗小行星之间距离， 这个改
变幅度足以用地球上的望远镜观测到。
2024 年，欧洲航天局将发射“赫拉” 任务
航天器， 深入研究这次撞击对该小行星
系统的影响。
几乎每天都有小行星撞向地球，但绝
大部分都在地球大气层中分解， 尺寸较
大、 能真正撞到地面的小行星十分罕见，
但小行星撞地球的风险理论上确实存在。
美国航天局说，DART 任务的目标是改变
中等大小近地小行星轨道，这类小行星有
可能造成区域性破坏。 由于其体积相对较
小，还有许多尚未被观测到，可能会发生
撞击地球现象。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被征收人：王淑琴
根据 《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的决定》（白府发〔2018〕17 号）的规定，白云区金
家山街 4 幢 1 单元 3 层 1 号王淑琴户房屋位于项目
征收范围内，应予征收。 经查，被征收房屋办有“黔
（2020）白云区不动产权第 0015302 号”《房屋所有权
证》，证载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淑琴，用途为住宅，结构
为混合，建筑面积为 57.78 平方米。
鉴于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
门达不成补偿协议，为保障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务院
第 590 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
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
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部
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征
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之规定，现按照《贵阳市
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作出
如下补偿决定：
一、房屋产权调换
（一）由房屋征收部门提供金东安置房 6 号楼 31
层 08 号房建筑面积 67.48 平方米住宅房屋一套，与被
征收人建筑面积 57.78 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
换。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被征收人需补房
屋征收部门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67.48m2×7600 元
/m2-57.78m2×5873 元 /m2=173506.06 元 （壹拾柒万
叁仟伍佰零陆元零陆分）。 被征收人补清该房屋产权
调换差价款后产权调换房产权归被征收人所有；若被
征收人无力补清该差价款，则被征收人享有产权调换
房中应安置建筑面积产权，超安置建筑面积的产权由
征收部门处置， 被征收人按照相关规定交纳租金租
住， 待被征收人有经济能力并自愿补清该差价款后，
享有产权调换房产权。 另房屋征收部门需补被征收人
搬迁费：57.78m2×8 元 /m2 次×2 次 =924.48 元（玖佰
贰拾肆元肆角捌分）。
（二）由于产权调换房为期房，过渡期为 24 个
月，本《补偿决定》送达后，若被征收人自寻房屋过
渡，由征收部门按《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的规定向被征收人发放临时安置费：57.78m2 ×8 元

/m2 月×24 个月 =11093.76 元（壹万壹仟零玖拾叁元
柒角陆分）；如果产权调换房逾期交房，征收部门将按
照《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发放
超期临时安置费。 若被征收人不自寻房屋过渡，由被
征收人向征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后，征收部门将提供
周转用房给其过渡至产权调换房交付时止。
二、货币补偿
（一 ） 房 屋 货 币 补 偿 款 ：57.78m2 ×5873 元
/m2=339341.94 元 （叁拾叁万玖仟叁佰肆拾壹元玖角
肆分）。
（二）搬迁费：57.78m2×8 元 /m2 次×1 次 =462.
24 元（肆佰陆拾贰元贰角肆分）。
（三）临时安置费：57.78m2×8 元 /m2 月×3 个月
=1386.72 元（壹仟叁佰捌拾陆元柒角贰分）。
征收部门应货币补偿被征收人金额共计：人民币
341190.90 元（叁拾肆万壹仟壹佰玖拾元玖角整）。 货
币补偿待被征收人向征收部门书面申请并确认搬迁
期限后 10 日内支付。
以上两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涉及被征收房屋室内装修补偿费，由于被征收
人拒绝测量，将根据实际测量结果按照《贵阳市白云
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标准据实计算或根据第三
方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补偿。
三、根据《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
定，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后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内
未签约，所以被征收人不能获得《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规定的各项补助及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在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搬迁完毕，腾空房屋交予房屋征收部门。
被征收人如对本《补偿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
《补偿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若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
政诉讼，在本《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白云区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
2021年 11 月 24 日

据新华社电 24 日晚， 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上，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火
炬接力路线正式对外发布。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火
炬接力将于 2022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届时将有约 600 名火炬手参与火
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个活动。
火炬传递活动将在火种汇集仪式后， 首先将在天
坛公园开展，3 日至 4 日，将继续在三个赛区进行传递。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说：
“残奥火炬传递将全面展示三个赛区的历史人文特
色、现代城市风貌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反映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和对冬残奥会的热烈期盼， 广泛传
播‘
勇气、决心、激励、平等’ 的残奥价值观，生动展现
残奥运动发展和包容性社会建设成就。 ”

河南安阳“
狗咬人” 事件
多名干部被处理
据新华社电 在“狗咬人” 舆情发酵后，23 日晚，
河南安阳通报了对涉“狗咬人” 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安阳市城市管
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
路街道办事处四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在全市通报
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予安阳市城市管
理局党组成员、 二级调研员张占方诫勉谈话处理；给
予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监督检查科副科长兼市
城市管理局专项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双军党内严重
警告、记大过处分，并给予免职处理；给予安阳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二级高级主办蔡国强
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
队副中队长冯海军记过处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中华
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马彦丰政务警告处分；给
予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杨占山
诫勉谈话处理。 给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刚党内严重警告、
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迎涉嫌诈骗“百万” 问题，
工作组已责成安阳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
和殷都区公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