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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近日在山东举办的 2019
软件定义卫星高峰论坛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
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透
露：中国将于 2020 年探测火
星。中国计划在一次火星任务
中完成“绕”“落”“巡”三大任
务，在航天史上史无前例。

中国为何选择明年“探火”

每隔两年，全球都会迎来
一次火星探测小高潮。全国空
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庞之浩介绍，明年可能是史上
最密集的火星探测期，已有 5
个国家宣布了“探火计划”。

这是因为，根据地球与火
星位置的关系，每26个月火星
会有一次距离地球最近的机
会，这也是发射火星探测器的
最佳时间窗口。2020 年就将
迎来一个窗口期，大约1个月。

首次“登火”难度何在

据相关部门公开信息，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将实现软着

陆，在火星表
面 释 放 火 星
车，开展巡视
探测。庞之浩
介绍，此前，只
有美国在一次
火星任务中同
时完成“绕”和

“落”，欧洲曾
两次尝试“绕”
和“落”，最终都没有成功实现

“落”。而中国计划在一次火星
任务中完成“绕”“落”“巡”三大
任务，难度非常大。

据媒体报道，至今全球火
星探测成功率大约为40%，火
星因此有“航天器坟场”之称。
庞之浩介绍，最危险的环节在
于进入火星轨道和着陆两个阶
段。“什么时候‘刹车’进入火星
轨道，进入轨道的角度是多少，
何时打开降落伞，何时切断降
落伞……每个环节都步步惊
心，都需要精准计算。”庞之浩
说，航天器着陆 7 分钟被称为

“恐怖7分钟”。

首次“探火”要做什么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
程总设计师张荣桥介绍，首次
火星探测要探测火星的形貌、
土壤、环境、大气，研究火星上
的水冰分布和内部结构等。

欧阳自远表示，火星探测
的科学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探测火星上的生命活动信
息；二是火星本体科学的研究，
主要包括火星磁层、电离层与
大气层的探测与环境科学等；
其三，是探讨火星的长期改造
与今后大量移民、建立人类第
二个栖息地的前景。

移民火星要过几重关

在庞之浩看来，移民火星
非常困难，目前仅停留在构想
阶段。载人登陆火星目前还面
临技术难题。由于飞往火星单
程至少 7 个月，要携带大量的
生命保障资源，需要更强大的
火箭和飞船。对执行任务的航
天员来说，长期飞行会导致肌
肉萎缩、骨质脱钙，辐射也会对
身体造成影响。除了运输工具
火箭，人类登陆火星或许还需
要一个中转基地，这就需要事
先进行基地建设。此外，移民
前还需要改造火星，将其改造
为适宜大量人口居住的环境。

“现在讨论火星移民有点
太乐观，需要技术的革命性进
展。有人说，乐观地看需要
100 年，不乐观需要 800 年。”
庞之浩说，但现在开始构想也
非常必要，因为未来地球或许
会面临人口爆发、资源枯竭等
威胁，太空移民事关人类生
存。（摘编自《科技日报》）

火星，明年我们去看你

本报讯 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7月8日，北京、河北、山西、
辽宁、内蒙古、上海、福建、江
西、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
东、广西、海南、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等 19 省区市已确定
2019年退休养老金调整方案。

总的来看，19省份的调整
方案主要以定额调整、挂钩调
整和适当倾斜调整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总体调整水平按2018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
的 5%左右确定，定额涨幅明
确在22元/月到70元/月不等。

倾斜调整方面，各省份的
调整对象主要集中在 70 周岁
以上的退休人员以及艰苦边远
地区的退休人员。

相较其他省份，广东、江苏
两省的方案中养老金调整人员
范围更大：广东沿袭2016年以
来惯例，将本年度上半年（2019
年1月至6月）首次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退休人员划入本次调整
范围；江苏今年首次将本年度
前半年（2019年1月1日至6月
30 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人员划入本次养老金调整范

围。其他省份本次调整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退
休、退职手续的人员。

各地养老金调整金额的发
放均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
补发。目前，北京、上海 2019
年养老金调整金额已补发完
毕。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
浙江、福建、河南、广东、广西、
宁夏、新疆、湖南等省份预计于
7月底前完成调整后养老金的
发放；河北、湖北等省份预计于
8月底前完成调整后养老金的
发放。（摘编自澎湃新闻）

19省份养老金调整方案落地

2016年“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
征集活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火星探测器飞行效果图

本报讯 重庆，113.6 亿
次；西安，89.1亿次；成都，88.8
亿次……在抖音最新公布的
2018年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数
据中，力压北上广的，是这些西
部城市，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
排名也十分靠前。与此同步，在
中国经济版图上，中西部城市的
崛起是一大亮点。

重庆有轻轨穿楼和 8D 魔

幻立交，西安有摔碗酒，成都有
美食……“网红城市”这些自带
流量的场景画面，吸引大量游
客在网络上自发传播分享。展
示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吸引
人才落户生根，是这些“网红”
城市的不二法门。恒大研究院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15
年到2018年，西安、成都、武汉
等都市圈的年均常住人口增量

均超20万人。大数据也显示，
西安、成都、武汉均位列中高端
人才净流入率榜前十名。

不过，虽然不少中西部“网
红”城市GDP已经突破万亿元，
在总量上与沿海发达城市相差
无几，但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活
力上仍有差距。“网红”城市还
要加快创新转型，丰富城市内
涵。（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中西部“网红”城市崛起

本报讯 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村
医集体辞职事件近日引发关注。

日前，网络先后流传通许县“朱
砂镇全体乡村医生辞职报告”和“大
岗李乡全体乡村医生辞职报告”，辞
职报告中附有多位村医的签名和指
印。朱砂镇36名村医的“辞职”报告
称：“工作压力大，上级拨款越来越多，
到村医手里钱越来越少，工资发放不
到位，上级层层克扣，村医已经生活
不能自理……”大岗李乡28名村医的
诉求与朱砂镇36名村医的诉求相同。

8 日，通许县人民政府办发布通
报称，村医所反映的“新农合要扣

30%的报账款，5%的保证金”“基本药
物价格成倍加价”“村医工作不堪重
负”等问题不存在；但承认了“拨付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等资金方
面存在延迟”，责成财政、卫健、医保等
部门7月20日前拨付到位。

村医集体辞职的背后是一个共
性问题——基层医疗越来越受重视，
但村医报酬、待遇却未得到相当的重
视和提升。国家卫健委对通许县“村
医集体辞职”一事高度重视，已要求
河南省卫健委立即调查核实情况，无
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都要调查清楚，
立即整改。（摘编自澎湃新闻）

河南通许接连有村医集体辞职

■国际速读

安倍去年收入位列党
首之首 日本8日公开国会
议员 2018 年收入，698 名
议员人均收入2657万日元
（约合169万元人民币），比
前一年增加245万日元（16
万元人民币）。执政党自由
民主党籍众议员鸠山二郎
以17.45亿日元（1.1亿元人
民币）居榜首。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去年收入4028万日
元（256万元人民币），在朝
野 党 首 中 排 名 第 一 ，是
2012年再次执掌政权以来
首次。（摘编自新华社）

美国小岛鼠患成灾
在距美国旧金山海岸30英
里（48.3公里）处的法拉隆
群岛，老鼠泛滥成灾，美国
政府机构提议向该岛投放
1.5吨老鼠药，彻底解决鼠
患问题。目前法拉隆群岛
上约有5.9万只老鼠，差不
多每 8 平方米就有 1 只老
鼠。如果这项提议得到批
准，那么最早将于明年使
用直升机投放鼠药。（摘编
自《都市快报》）

●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里程碑
式”的文件，既有“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
律”的顶层指导思想，也有
针对“重智育轻体育”“教学
超标、抢跑”等热点问题的
及时纠偏。（摘编自新华社）

●作为全国统筹的重
要基础，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正加速铺开。距离 2020
年全面实现省级统筹进入
倒计时，湖南、贵州、山西
等多地近日紧锣密鼓出台
具体方案和推进时间表，
局地年内或率先实现省级
统筹。为进一步提升各省
内养老保险基金平衡能
力，人社部等相关部门正
加紧研究并酝酿出台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具体指导意见。（摘编自

《经济参考报》）

●日本现代史研究者
松野诚近日发现了一批侵
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

《战斗详报》，表示这是首
次发现由日军毒气部队
自己详细记录的毒气使
用情况报告。报告显示，
日本陆军毒气部队曾在
中国北方地区使用过让
人体皮肤和黏膜溃烂的

“糜烂剂”、强烈刺激呼吸
器官的“喷嚏剂”等毒气
弹。（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数字中国

55处
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
疆巴库举行。5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6日，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
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 55
处，位居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