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同步发展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星

实现“连续性 + 立体观测”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
我国第二代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风云四号闪亮登
场， 吸引了很多人驻足参
观。在研制发射静止轨道光
学系列卫星的同时，我国将
同步发展静止轨道微波探
测卫星，实现“连续性+立体
观测”，让风雨“无处遁形”。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在轨运行的风云四号卫星，
是我国第二代静止轨道气
象卫星的首发星，也是我国
第一颗高轨三轴稳定的定
量遥感卫星，属于静止轨道
光学卫星，即依靠可见光和
红外手段进行观测。

静止轨道可见光探测

的分辨率高， 但存在夜晚
无法观测、 不能实现全天
时的局限。 静止轨道红外
探测可以实现昼夜探测，
但只能探测云顶表面，只
能得到云层顶部的信息，
不能实现全天候。因此，瞄
准光学卫星不能穿透云层
的“痛点”，我国还将研制
发射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

星。 选用波长更长的微波
进行观测，穿透云雨结构，
以解决光学卫星视线容易
被“遮蔽”的问题，实现大
气三维温、 湿度结构的全
天时、全天候监测。

目前， 我国正集全国
之力进行多项静止轨道微
波探测关键技术的攻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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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医疗”改变传统就医方式

提升百姓就医体验
噪杂的环境， 漫长的

等待， 楼上楼下来回跑的
劳累， 相信是很多患者的
看病体验。 随着移动互联
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医
疗” 正在改变传统的就医
方式，缓解挂号、缴费、候
诊等问题， 给百姓带来更
便捷舒心的就医体验。

2014 年 ５ 月，支付宝
宣布推出“未来医院计
划”， 通过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打造以患者为中
心的移动智能就医平台。
在支付宝的“医疗健康”

栏目， 选择所在城市，再
选择“挂号就诊”，已经与
支付宝合作的医院就能
全部显示出来，接下来就
可以选择医院和科室，在
手机上进行挂号、缴费等
就诊环节。

据介绍， 在部分与支
付宝进行全流程合作的
医院，就诊中如果涉及检
查费用、药品费用，用户
在支付宝钱包会收到缴
费提醒，点击即可完成支
付。 诊断报告出来之后，
支付宝会推送消息，患者

可以在手机上查看报告。
部分医院还能进行叫号
查询，患者可以查看科室
的就诊进程，合理安排去
医院的时间。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
2650 家医院加入支付宝未
来医院计划， 通过在支付
宝内提供实名挂号、 移动
支付、 报告查询等服务超
过 3.5亿人次。支付宝从多
家医院得到的反馈显示，
患者的就医时间从平均
120 分钟减少到 48 分钟。
同时， 传统的医院和医疗

机构也开始拥抱互联网，
建立自己的 APP,通过互联
网技术来提升服务效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支
付宝在移动医疗领域的创
新也在不断推进。日前，支
付宝推出“信用就医”，芝
麻信用 650 分以上的花呗
用户， 在医院支付宝生活
号中开通“信用就医”，能
额外得到 1000 元就医额
度。目前，“信用就医”正在
接入上海、杭州、广州、武
汉等地超过 10 家医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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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人地挂钩”用地新政
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完善用地管理制度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与
其他 5 个部门联合出台
“人地挂钩” 用地新政策，
标志着河南省将正式建立
起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
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数量挂钩机制。

日前， 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 、 河南省发展改革
委、河南省公安厅、河南
省人社厅 、 河南省住建
厅、河南省统计局等 6 部
门联合下发通知 ， 印发
《河南省建立城镇建设用

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
机制的实施办法》。

河南省要求， 人地挂
钩要坚持以人定地、 人地
和谐原则。 要创新土地资
源配置方式， 完善用地管
理制度， 明确相关部门职
责， 建立政策实施跟踪分
析机制， 不断提高用地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据了解， 到 2018 年，
河南省要基本建立人地挂
钩机制，形成部门联动、上

下衔接、运行有效、有利于
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
设用地供应制度；到 2020
年， 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
人地挂钩机制政策体系，
区域和城乡用地结构布局
更加优化， 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显著提高， 为实
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56%的发展目标
提供用地保障。

实施办法对推行人地
挂钩提出了具体措施，首
先就是要实行差别化用地

标准。 现状人均城镇建设
用地不超过 100(含 100)平
方米的城镇， 按人均 100
平方米的标准安排；在
100—150 (含 150)平方米
之间的城镇，按人均 80 平
方米的标准安排； 超过
150 平方米的城镇， 按人
均 50 平方米的标准安排。
各地根据实际， 可对进城
落户人口新增建设用地标
准进行适当调整， 幅度控
制在 10%以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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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巴黎游”
威尔逊一家住在林肯郡伊明赫姆。 日前，

在 ５３ 岁的父亲伊恩·威尔逊睡着后，９ 岁的女
儿苏珊拿他的手机玩儿，“无意中碰巧” 破译
了伊恩的 PayPal 手机支付密码， 给自己预订
了法国巴黎住宿游览。 伊恩直到 １０ 月 ２７ 日
才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被刷走了总计
１００５.９２ 英镑，而这时，苏珊预订的各种票已
过期。 苏珊知道自己闯祸后，说根本不知道自
己预订了巴黎游，“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就是玩儿了爸爸的手机。 我甚至不知道巴
黎或者埃菲尔铁塔在哪儿”。

伊恩要求退款，而交易涉及公司认为，鉴
于不存在诈骗行为， 拒绝退款。 所幸经过交
涉，伊恩最终要回了这笔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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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发文悼念
新西兰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上月就职，

她的爱猫“帕德尔斯”继而成为“网红”。 但本月
７ 日，这只“国民第一猫”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英国《卫报》报道，“帕德尔斯”在阿德恩位于奥
克兰市的住所附近被汽车撞了，被送往宠物医
院，但兽医宣布它已死亡。 阿德恩发文进行悼
念，总理府证实这一消息。 阿德恩 11月 ８日在
社交媒体宣布爱猫前一晚去世的消息。

“对于每个失去过爱宠的人而言，你们会
理解，我们现在有多悲伤，”她写道，“除我们
外，‘帕德尔斯’还得到了许多的爱。 谢谢大家
的关心。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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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秃顶优惠”
不少人年纪渐长后开始掉发， 有的甚至

谢顶。 不过，对入住日本 Tetora 酒店集团旗下
酒店的客人来说，秃顶或许还是个优势。

据日本 ２４ 小时 热 点 新 闻 网 Rocket－
News24 报道，这家集团旗下的酒店自 ２０１４ 年
开始陆续推出“秃顶优惠”，凡是经前台工作
人员评定为毛发稀少的客人， 每晚住宿费可
少支付 ５００ 日元（约合 ２９ 元人民币）。 之所以
推出这样的优惠政策，源于 Tetora 集团社长三
浦孝司（音译）有一次听到客房清扫人员抱怨

“排水口的头发很难清除”。 他想到，“要是像
自己一样头发稀少的客人入住， 员工的清洁
工作应该好做得多”，于是决定给予秃顶人士
优惠。 集团旗下酒店还推出以三浦孝司为原
型的秃头吉祥物人偶，放置在前台附近，迎接
客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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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
101 架机计划于 11 月 10
日转场西安阎良， 预示着
C919 在上海地区的检查试
飞工作告一段落，开始进入
下一步的研发试飞和适航
取证工作。图为 101 架机停
放在停机坪上 （据新华社）

C919
转场阎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