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一号已“超龄服役”
到现在，设计工作寿命一年的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在轨运行已超过

了一周年时间，绕月飞行
!"""

多

圈，完成了对月球的
#$

次轨迹覆

盖。目前，卫星平台状态良好，各

系统及设备均工作在主份状态；有

效载荷设备共获得
#%&'()

（太字

节） 的有效科学数据，实现了“精

确变轨，成功绕月，有效探测，寿

命一年”的预定目标，获得了圆满

成功。

据悉，嫦娥一号卫星目前状态

很好。为充分利用嫦娥一号卫星在

轨资源，将按照“轨道从高到低，

风险从小到大”的原则安排开展一

些在轨试验。据介绍，嫦娥一号卫

星获取的大量科学数据将推动宇宙

学、比较行星学、月球科学等学科

的发展，并带动更多学科的交叉渗

透，得到更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发

现。 （本报记者 施 芳）

嫦娥二号卫星
2011年底前发射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施芳）记者今天从国防科
技工业局获悉：探月工程二期
工程已经启动，嫦娥二号卫星
计划于

$*##

年年底前完成发
射。

据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
组长、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陈
求发透露，对一期工程的备份
星进行技术改进的嫦娥二号卫
星，将作为二期工程的先导星，
用于试验验证二期工程轨道、
测控和软着陆等相关的

+

个方
面的关键技术，降低二期工程
的技术风险。同时，嫦娥二号
卫星搭载的

,,-

相机分辨率
由

#$*

米提高到
#*

米，深化月
球科学探测。嫦娥二号卫星计

划于
$*##

年年底前完成发射。
据悉，中国探月工程二期在

科学技术方面，将实现
!

个第
一：研制并发射我国第一个地外
天体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
第一次利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发射地月转移轨道航天器；
第一次建立和使用深空测控网进
行测控通信；第一次实现月球软
着陆、月面巡视、月夜生存等一
系列重大突破，开展月表地形地
貌与地质构造、矿物组成和化学
成分、月球内部结构、地月空间
与月表环境探测和月基光学天文
观测等活动，建成基本配套的月
球探测工程系统。嫦娥三号月球
探测器主要实现月球软着陆和巡
视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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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新方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异地医保”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新方案提出，积极推广医保“一卡

通”，方便参保 （合） 人员就医。人

们期待，医保卡能在全国畅通，由

“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

医保制度解决的是“全民”问

题。我国现代医保制度建立只有十

几年，最初覆盖的仅是国企等少数

部门和单位，而绝大部分灵活就业

人员、无收入城镇居民等，都在医

保制度之外。医改新方案提出，“到

$*$*

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基本建立”，让全国没有享

受医保的百姓看到了希望。

让医保制度走向全国，一个重

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异地医保”的

问题。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和人

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参保人员的身

份经常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中发生转换。以农民工为例，

当前全国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农民工

在
#.&

亿以上，他们在城市务工时就

是城市居民，回家就是农村居民。

由于医保制度之间缺乏统筹，医保

待遇难以衔接，许多“在外打工，

在家参保”的农民工，在打工地无

法享受“同城待遇”。许多地方因此

出现了农民工退保潮。可以说，

“异地难保”现象制约着医保制度走

向全国的步伐。

出现异地医保尴尬的原因在于，

国内医保统筹大多以县为单位建立。

不同城市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制定筹资

比例待遇水平，对门诊或住院报销比

例、药品目录等的规定都不一样。现

在全国共有
$***

多个社保统筹单位，

大多是县统筹。尽管已有
#'

个省实

现了省级统筹，但并没有实现省级对

社保金的统收统支，只是建立了省调

剂基金。而将统筹层次提高到省，还只是各省之间社保转

续的基础。

排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硬约束，实行异地医保还要

克服部门利益、地方政策方面的制度鸿沟。各地政府需要

在更为宽广的领域里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医保制度建设的

前期采用的是“补缺”和“扩面”方法，让更多的人参与

医疗保障。而在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之后，更多关注的

则应是“统筹”和“提高”———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以及各类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之间保障水平的差距，同时实

现人员身份、居住地点变化时，医疗保险关系可转换、可

接续、可转移。对参保人员“记录

一生、跟踪一生、服务一生、保障

一生”，不再按人员身份分别保障，

才能更加方便群众就医，才是更好

地落实“以人为本”。

我国南极科考队

顺利穿越“咆哮”西风带
首次对该海域进行密集观测

本报雪龙船
##

月
#$

日电 （记者
余建斌）今天，“雪龙号”南极科考船
在南大洋遇到第一座冰山，至当地时间
$*

时，“雪龙船”已顺利穿越“咆哮”
西风带。在穿越以“咆哮”闻名的西风
带过程中，我国科考人员首次对这段大
洋进行密集观测。

据介绍，南大洋围绕在南极洲四
周，也被称为世界第五大洋。大约在南
纬

!+

度—
+/

度附近的南大洋洋面上，
终年盛行五六级的西向风和四五米高的
涌浪，

'

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全年各月都
可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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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上，因而被称为“咆哮
的西风带”。

我国第二十五次南极考察队大洋队
队长矫玉田介绍说，南极考察南大洋走

航观测在这一段最为艰苦。此次投放
$**

多枚带有温度和盐度传感器的探头，密度
从原来的每

&*

海里增加到每
#+

海里，将
使对海洋温盐度和水团的分析更加准确。

南极科考队员从“雪龙船”上将抛弃

式温深探头投入水中，以测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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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深的海水盐度和温度。

本报记者 余建斌摄

率团出国考察滞留不归

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被“双开”
本报杭州

##

月
#$

日电 （记者江
南）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委获悉：滞留国
外

!*

多天的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
书记杨湘洪，被开除党籍、公职。被派
往法国劝说杨湘洪归国的有关部门负责
人和医生，已于

##

月
##

日返回国内。
经浙江省纪委会同省委组织部、省

外办调查核实，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
察滞留他国不归，严重违反党纪政纪，
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日前，经浙江省委
批准，省纪委决定给予杨湘洪开除党
籍、行政开除处分。

1

月
#1

日，现年
+&

岁的杨湘洪经
批准率温州市鹿城区经贸代表团，赴法
国、瑞士、奥地利进行经贸考察、交流
活动。

1

月
$0

日，杨湘洪称其腰椎旧
病复发，没有参加原定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的公务活动。

1

月
$'

日，代表团

搭机飞往法国巴黎。次日，杨湘洪称
已经约好医生看病，又没有出席在我
驻法大使馆举行的会见和宴请。

1

月
$1

日，代表团结束经贸考察交流活动
按计划回国前，杨湘洪电话告知随行
人员，称自己伤病严重需卧床静养，
不能乘机长途旅行，后又托人带来医
疗诊断证明。代表团其他人员均按期
回国。

接到温州市委关于杨湘洪出国因病
逾期不归的报告后，浙江省委领导十分
重视，明确要求温州市委做好工作，劝
杨湘洪早日回国接受治疗。根据省委的
要求，温州市委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劝
说工作。

#*

月
$&

日，又派出了有关部
门负责人和医生，前往法国探望杨湘
洪，并协助医治伤病。因杨湘洪关闭随
身携带的手机，只能通过手机短信与其

联系。此后，杨湘洪曾先后
!

次打电话给
这位负责人，均强调自己病情严重，需要
治疗。杨湘洪一方面表示待伤病痊愈后愿
意回国，一方面又拒绝透露其具体住址，
并以各种借口拒绝与温州市委派出人员见
面，使人无法了解其伤病等真实情况。劝
说杨湘洪回国无望，派出人员于

##

月
##

日返回国内。至此，杨湘洪已经滞留他国
不归

!*

余天。
杨湘洪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务

员，因公率团出国进行经贸交流活动，逾
期滞留他国不归，拒绝组织教育帮助，违
反领导干部出国 （境） 管理有关规定，严
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国家声誉，造成恶劣政
治影响，其行为构成违反政治纪律错误。
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有关规定，浙
江省纪委作出上述处理决定。

依据嫦娥一号拍摄数据制作的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公布

中国的月图最“圆”
本报记者 施 芳

世界已公布月图中最完

整的一幅

##

月
#$

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发布了依据嫦娥一号卫星拍摄数据制作
的我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这是目
前世界上已公布的月球影像图中最完整
的一幅。”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
总设计师李春来说。

$**'

年
#*

月
$!

日，嫦娥一号卫
星成功发射，

##

月
$*

日，嫦娥一号卫
星

,,-

立体相机开机，至
$**/

年
+

月
#$

日，卫星图像数据覆盖了月球南
北纬

'*

度以内全部地区，完成了工程
任务的要求。

尽管月球极区光照微弱，但由于卫
星和

,,-

相机性能优异，工作状态稳
定，工程指挥部决定调整相机参数，开
展月球两极影像拍摄试验，成功地获得
了清晰的极区图像。经过两个多月的工
作，完整地获取了月球两极的图像数
据。这样，嫦娥一号卫星在寿命期内获
得了全月球完整的图像数据。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图像数
据完整，信息丰富，信噪比高，质量
良好，在图像质量和影像制作上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

影像图让人“身临其境”

“影像图质量很高，与肉眼看到的
月球表面是完全一致的。”李春来说。

月球表面主要被斜长岩和玄武岩及
其粉尘覆盖，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呈现不
同深度的灰色调，因此月球表面是一个
灰色的世界。

嫦娥一号
,,-

相机的成像采用
+**

—
'+*

纳米全色波段，感光波段与
人眼相同，因此全月图的影像色调与
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相当
于我们“身临其境”地近距离“看”
月球。嫦娥一号卫星

,,-

图像数据覆
盖了月球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保持了全

球一致 （
#$*

米） 的空间分辨率，这是
目前为止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最高的全
月球图像。

+/1

幅“巨照”拼成全月图

全月图像的处理和镶嵌质量也达到
了很高的水平。李春来介绍，通过采用
合理的光度校正模型和不同相位角数据
的互补，全影像图色调达到了高度一
致，图像清晰，层次丰富，月表地形轮
廓清楚，信息量大。

影像图由
+/1

轨数据拼接而成。
“打个比方，假如全图由

+/1

张照片拼
接而成，每张照片则有

0*

公里宽，
+***

多公里长。”李春来说。
拼接完成的月球影像图与控制点的

位置偏差
//.02

在
&

公里以内，与控制
点的定位精度相当，只有约

'2

的数据
分布在

!

—
#*

公里之间，偏差较大的地
区主要位于月球的两侧、背面和正面的
高纬度区。

据了解，嫦娥一号卫星及其
,,-

立体相机是我国科技人员经过近
!

年的
攻关研制而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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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正式公布。 新华社发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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