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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人民日报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在第五十一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开幕当日，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 50 架 C919 大型客机购机意
向协议，平安租赁成为 C919 大型客
机第十九家客户。此外，中国普仁集团
投资的德国普仁航空有限公司也与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7 架
ARJ21—700 飞机及 7 架 C919 大型

客机购机意向协议。C919 大型客机订
单数量达到 507架。

据介绍，作为完全按照国际适航标
准研制的单通道涡扇喷气客机，C919
大型客机的研制工作目前已进入工程制
造的攻坚阶段，首架试飞飞机正在中国
商飞上海浦东总装制造中心进行总装，
目前已经实现全机机体结构对接，机载
系统开始陆续安装，风洞试验、铁鸟试
验、航电综合和电源系统等试验正在稳
步推进，计划年内下线。 人民日报

C919大型客机订单达 507 架
首架试飞飞机计划年内下线

追寻幸福不分年龄，日前，英国一
对百岁情侣，经历长达 27 年的爱情
超长跑后，在四代同堂见证下结成伴
侣。新郎柯比在当天刚满 103 岁，新
娘勒基则是 91 岁，两人加起来合共
194 岁 281 日，打破最老新人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

婚礼简单而隆重，吉尼斯世界纪
录亦派员到场观礼及登记。勒基与柯
比虽然相恋多年，而且各自都结过婚，
但他们对今次婚礼依然充满期待及兴
奋。

两人相识于 1988 年，当时勒基
守寡 3 年，柯比则是离婚后孑然一

身，独身的二人很快便走在一起，两年后
更开始同居。

他们各自的子女共 7 人，并有 15
名孙儿及 7 名曾孙。勒基表示，之前一
直不成婚是不想添麻烦，不过在日渐年
老的子女施压下，柯比终于在今年情人
节求婚。

柯比重提求婚当日片段，笑言“我
没有跪下，因为我知道我会站不起来”。
他曾在英国空军服役 25 年，热爱拳击，
直至 94 岁才停止工作。勒基则至今仍
坚持每周做瑜伽。

此前世界最老新人纪录保持者来自
法国，年龄总和是 191 岁。中国新闻网

103岁新郎娶 91岁新娘 英国百岁情侣创世界纪录

5 年前，城口县一老农种田时偶
然挖到一把锈迹斑斑古代宝剑，他的
处理方式是：将宝剑打磨锋利，用于切
菜。直到最近，当地政府文化站人员到
乡间收集文化遗产时，才偶然发现宝
剑……

6 月 14 日，有读者报料称，一把
青龙剑被老农打磨用来切菜的段子在
当地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越吹越神，
有人说宝剑本来值 100 多万元，但被
老头一磨就是一把菜刀。”

重庆晚报记者经多方打探，最终
联系到城口县高观镇政府文化站工作
人员。对方介绍，近期当地政府在民间
寻找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农具、古物用
于展览，宝剑当菜刀一事，是工作人员
偶然发现的。

据介绍，易守祥，60 多岁，城口县高
观镇场镇人，务农为生。5 年前，他在老
屋里挖到这把宝剑，剑尖、剑柄已不知去
向，剑身满是锈迹，在剑身下方，隐约可
见 3个字。

“易守祥说，这 3 个字勾起了他的
好奇心，他用磨刀石把锈迹磨掉，确实有
3个字，但只认识‘龙’和‘剑’字。他又
把宝剑磨得比较锋利，用来切菜。”高观
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经初步辨认，宝剑
上的 3 个字是“青龙剑”，为纂书，材质
为红铜，整体做工比较粗糙，怀疑是清朝
末期制造，本身价值有限。经易守祥这样
一打磨更难以还原其本来价值。目前政
府已与当地文管站联系，将尽快作出鉴
定。

重庆晚报

重庆一老农挖出疑似清代青龙剑打磨后当菜刀

一直以来，电动车的充电时间长
一直是个大问题。最近，德国科学家打
造了一项可“闪电”般充电的装置，电
动公交在运行途中即可快速充电。而
且，这个装置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就
在德国德累斯顿进行了实验，实验结
果证明，该系统可让公交车在几分钟
内充满电量———虽然充电速度像闪电
般是夸张了点儿，但是相较于普通电
动车需要花费几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来充电，该项成果也足以让人兴奋了。

以往，电动公交需返回总停车场
充电，而且，为了给全程提供充足电
力，电动公交必须携带体积巨大的电
池。这对于公交车而言，实在是个不小
的挑战———都用来装电池，怎么腾出
空间来载客？因此，科学家们一直致力
于研发快速充电技术。

该成果的诞生对城市短途公共交
通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展
望：未来，只需要乘客上下车的短短时
间，电动公交就能迅速“充满能量”。

该充电方案中，充电装置至于车顶
上。这项方案有赖于以下核心技术：高效
率充电站、高效、大容量的电池技术、充
电接触系统。该装置的充电插头有六个，
对安装控件要求低，有正负极两个接触
孔，并有接地装置。该装置的研究人员认
为，这意味着电动公交的充电将以最直
接、最安全的方式进行。另外，该装置的
接触系统所用的零件全部耐热，因为在
快速充电、能量转化的过程中，将散失许
多热量，一不小心零件就会损坏。

充电过程十分简单，无需公交司机
耗费太多精力。据介绍，司机只需要把车
停在正确的充电站点的位置上，即可自
动充电。而且，司机可从仪表盘中看到充
电情况，必要时，充电尚未结束也可终止
过程发动离开。

在测试阶段，由该电力装置支持的
电力公交可行驶 20 公里，每公里耗电
1.19 千瓦时，充满一次电所需时间不到
6.5 分钟。

中国科学报

纯电动公交将可“闪充”

近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
2005 年至 2015 年 10 年间，珠峰地
区以每年约 4 厘米的速度向东北方
向移动，以每年约 0.3 厘米的速度上
升，10年位移了 40厘米、上升了 3厘
米。同时，受 4月 25 日尼泊尔 8.1 级
地震影响，珠峰地区向西南方向移动
了 3厘米，高程方向基本没变化。在 5
月 12 日尼泊尔 7.5 级地震中，珠峰地
区的平面和高程方向基本没变化。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珠穆朗
玛峰处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边缘的
碰撞挤压带，这一地区的地壳运动一
直非常活跃。珠峰地区是观察地壳运
动的重要窗口，该地区地形形变对研
究地壳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包括
珠峰在内的青藏高原对东亚、南亚甚
至整个北半球的气候、环境、生态等有
极其重大的影响，发生在那里的有关
变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2005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在
珠峰北侧布设了卫星大地控制网和水
准网，完成了珠峰高程复测工作。10
年间，我国测绘科技人员采用我国及

国内周边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连续观
测数据，获得了珠峰地区的年运动速率。

为更准确地掌握珠峰高程复测 10
年来该地区地形形变情况，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组织国测一大队技术力量，开
展珠峰地区地形形变外业监测。监测期
间适逢 4.25 尼泊尔地震，地震发生后，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紧急部署，抽调正
在西藏地区作业的国测一大队 6 个小
组，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对
2005 珠峰高程测量时埋设的定日、大本
营、东绒等 6个点进行了观测。

外业结束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第一时间对移交
的观测数据、2005珠峰高程测量相关数
据、中国内地构造环境监测网络工程 14
个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部分卫星大地
控制点震前震后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了
珠峰地区地形形变监测分析结果。

这一监测分析结果对研究珠峰地区
地形形变、开展地震灾害评估和灾后重
建、发挥测绘地理信息在灾后建设的保
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网

珠峰地区 10年位移 40厘米上升 3厘米

今后，社会办医审批手续将进一
步简化，全面清理不合理前置审批事
项；纳入医保定点报销，不得将所有制
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控
制公立医院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
空间；财政扶持更加给力，拓宽筹资渠
道，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
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要求进一步放宽准入、拓宽投融
资渠道、促进资源流动和共享、优化发
展环境，加快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成
规模、上水平发展。

不得将所有制性质作为医
保定点的前置条件

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政
策要求，明确并向社会公开公布举办
医疗机构审批程序、审批主体和审批
时限。各级相关行政部门要按照“非
禁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
的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疗机
构设置、执业许可等审批环节，进一步
明确并缩短审批时限，不得新设前置
审批事项或提高审批条件，不得限制
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经营性质，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为申办医疗机构相关手续
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社会办医疗机
构设立审批的属地化管理，进一步促
进社会办医，具体床位规模审批权限
由各省（区、市）按照《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自行确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

中医类专科医院和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
务的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加快社会办
中医类机构发展。

减少运行审批限制。不将社会办医
疗机构等级、床位规模等作为确定配置
大型设备的必要前置条件，重点考核机
构人员资质与技术服务能力等指标。严
控公立医院超常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社
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凡符
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得以任何
理由加以限制。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
探索以公建民营或民办公助等多种方
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
医疗机构开放。

此外，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
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
机构同等政策。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
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得
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
能力方面的因素为由，拒绝将社会办医
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拓展发
展空间

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各地
要定期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
布局以及床位、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情
况，并将社会办医纳入相关规划，按照一

定比例为社会办医预留床位和大型设备
等资源配置空间，在符合规划总量和结
构的前提下，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
具体数量和地点限制。未公开公布规划
的，不得以规划为由拒绝社会力量办医
疗机构或配置医疗设备。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
改制。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
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总结地方实
践经验，引导和规范公立医院改制，避免
国有资产流失。

在县域内，社会办医要和县级公立
医院改革相结合，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
用和社会办医补充作用，相辅相成。在此
基础上，在公立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有
序引导和规范包括国有企业办医院在内
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推动国有企业办
医院分离移交或改制试点，建立现代法
人治理结构。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国
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重组改制。

加强财政扶持，医疗服务免
征营业税

加强财政资金扶持。将提供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
入政府补助范围，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
等补助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

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承接当地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政府下达
的相关任务，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将符
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急救网络，
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与公立医疗
机构同等待遇获得政府补偿。

丰富筹资渠道。通过特许经营、公建
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
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地方通过设
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为社会办
医疗机构提供建设资金和贴息补助。鼓
励社会办医疗机构以股权融资、项目融
资等方式筹集开办费和发展资金。支持
符合条件的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
融资或发行债券，利用多种融资工具进
行融资。

积极落实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税收
优惠。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
务，免征营业税；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规定的
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
地，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 年内免
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社会办医疗
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经认定为
非营利组织的，对其提供的医疗服务等
符合条件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人民日报

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

据农业部消息，全国夏粮
收获已过八成，丰收已成定局，
总产将再创新高。农业部从夏
粮产量构成因素分析：一是面
积稳中略增，二是单产稳中有
升。

朱祥 摄

全国夏粮收获
已过八成
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收到的陌生短信能准确说出自己
性别，短信中称有聚会图片或者向你
推荐熟人的网址，这种短信千万别点
开。这些短信其实暗藏危险，一旦点击
链接，就中了病毒的圈套。病毒不仅盗
取用户手机中的账号和密码，还会疯
狂扩散，继续给手机通讯录所有好友
发短信。

短信提示点击链接看熟人

“李女士，我是×××，你认识他
吗？他说认识你。”6月 15 日，广州市
民李女士收到这样一条陌生号码发来
的短信，短信内容除了文字外，还附有
http://to4.cn/ygv 的链接。这人是
谁呢，为什么能大概说出我的名字？幸
运的是，由于李女士使用的手机为苹
果系统，所以未能顺利打开上述网址。

无独有偶，本月以来，云南昆明的
崔女士也陆续收到三条类似的短信：
这是之前的聚会照片，里面有大家的

精彩瞬间，手机直接点击地址，安装激
活后查看。不明所以的崔女士就点开
了链接，但屏幕变成可疑的红屏，怀疑
中了病毒。

短网址或藏病毒

昨日，记者咨询了某网络公司工
程师。该崔姓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个
http://to4.cn/ 是个免费的短网址
服务平台，用户可以输入想要简化的
网址，然后就可免费生成以 http:
//to4.cn/ 开头的短网址。记者尝试
打开 http://to4.cn/ 后发现，用户可
以将已经存在的网址输入进去，并对
该网址进行自定义，“可以输入字母、
数字、破折号等，只要点击生成按钮就
可以。”

按照此原理，李女士收到的短网
址 http://to4.cn/ygv 最后面的三
位英文字母 ygv 即为对方自定义的
“成果”。“这个短网址背后肯定有另

外一个长串的网址，为了不让收短信的
人起疑心，所以特意简化了一下。”崔工
程师表示。

病毒可窥探使用者隐私

昆明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大队民警介
绍，经查证，这些短信的特性就是都带有
一条木马病毒程序。如果受害人不小心
误点击的话，木马病毒就可能会监控手
机里面运行的程序和软件，如 QQ、支付
宝、手机网银等。

“只要木马病毒编写好程序，一旦
侵入受害者的手机，就可以访问手机里
的通讯录，然后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向通讯录里的联系人发送短信，诱骗
他们上当。”崔工程师说。

据央视报道，为保障手机用户的信
息安全，手机运营商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例如封锁手机病毒下载的链接地址，通
过各种传播渠道提醒市民接到此类短信
不要打开类似链接。 广州日报

陌生号码来短信 诱你点击“毒”链接

6 月 14 日早上，昏迷 40个小时
后，小杨终于醒了过来，恢复得还蛮
好。守在一旁照料小杨的父母后悔不
已，“真不该为了这么几百块钱，让儿
子去冒这个险。”

28 岁的小杨是江西人，和父母在
义乌市上溪镇开了一家饭店。最近连
续降雨，附近的下水道堵了，饭店门前
的窨井不断有黑黑的臭水往上冒。

这么臭熏熏的，影响生意。6 月
12 日上午，小杨和父母商量后，决定
赶紧找专业人员来疏通。

随后，他们就联系了一家疏通公
司，对方要收 500 元的疏通费。

小杨的父亲感觉有点贵，又联系
了几家，差不多也是这个价。

看父母为这几百块钱如此纠结，
孝顺的小杨就下定决心，自己想办法
疏通。

小杨借了一个抽水机，先把阴井
里的水抽干，然后，他拎着一只桶，身
上系了一根长绳，慢慢滑到下水道里，
动手挖井里的淤泥。

大概过 10 分钟左右，小杨实在
受不了井下的恶臭，对着上面的人喊，
“下面味道太难闻了，受不了！快把我
拉上去……”

小杨的母亲守着安全绳，一看儿
子满头大汗，脸发红，感觉太不对劲，
就赶紧叫来了丈夫和路人，一起把人
拉了上来。

拉上来的小杨，状态不好，全身都
在抽搐，可把父母给吓坏了。随后，小
杨被 120 急救车送进了復元医院。

刚进急诊室，小杨全身还在不停地
抽搐，瞳孔有放大的迹象，人处在昏迷
状态，经检查被诊断为有害气体中毒。

当天，据急诊医生介绍，好在抢救
及时，小杨没有生命危险，“但由于有
害气体吸入过多，还处于昏迷状态。”

“窨井内应该存有沼气，主要成
分是甲烷，人吸入会引起中毒。”医生
提醒，发生沼气中毒时，应立即将中毒
病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解开衣
扣和裤带,保持呼吸道畅通。同时，注
意保暖，以防发生受凉和继发感染。对
中度中毒病人，应给刺激手法，针刺人
中、涌泉等穴位，并及时送医院抢救。

钱江晚报

小伙为省 500 元疏通费
通下水道中毒昏迷 40小时

近期全国各地小学报名正陆续开
展。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中热点小
学的面试题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等各
方面，难度远超适龄儿童认知水平，甚
至大人眨几下眼睛之后也不见得能给
出正确答案。不信，小伙伴你就试试。
下面小编搜罗一些题目，看你能不能
眼睛一眨不眨地答出这些题：
小学入学考试试题（并非纯属虚构）

1、唐僧有几个徒弟？
2、为啥北极熊不吃企鹅？
3、小明不喜欢穿高跟鞋，小明换

灯泡不用梯子，小朋友你们认为小明
有什么特征？

4、汽车上坐了 7 个人，还有 2 个
空位，下去 1 个人，上了 6 个人，问上
去的 6 个人有几个站着的，有几个坐
着的？

5、买了 6 个鸡蛋和一些鸭蛋，吃
了 3 个鸡蛋后鸭蛋和鸡蛋一样多了，
问鸭蛋有多少个？

6、两棵树上各有 5 只鸟，其中一
棵树上的两只鸟飞到另一棵树上，问
两棵树上一共还剩几只鸟？

7、一队小动物，从左边数第 5 个

是小熊，从右边数第 3 个是小熊，问：
一共有几个小动物？

8、草莓和桃子各代表一个数，草
莓加桃子等于 7，草莓加草莓等于 8，
草莓和桃子各是几？

答完这些题目，你有什么感想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吧。
面试神题频现，未上小学先补奥数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
段“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记者调
查发现，随着教育部门监管力度的加
大，北京、南京等地优质公办小学的择
校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一些城市有着招
生自主权的民办学校却成为过度择校
的“重灾区”。一些热点小学更是打着
“面试”的名义行“考试”之实。

令人费解的是，一些民办学校的
“幼升小”面试这么难，家长们为什么
还趋之若鹜？

记者了解到，前些年，包括南京、
上海等全国多地一些优质高中办了民
办性质的中小学，如今虽然两者明面
“脱钩”，但暗地里仍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些有名校背景的民办小学一
方面教学质量好些，另一方面，升入优

质中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业内人士
指出。

近期，南京张女士的儿子参加了南
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的“幼升小”面
试，尽管有所准备，但这所热点民办小学
的面试题目难度还是让她感到诧异。

“很多逻辑、图形和数学题都属于
奥数范畴，儿子之前没上过补习班，只能
当‘陪考’。”张女士说，其中一道题是：
汽车上坐了 7 个人，还有 2 个空位，下
去 1 个人，上了 6 个人，问上去的 6 个
人有几个站着的，有几个坐着的？“我们
家长听着都晕，更何况是孩子！”

“说是面试，但很多题目连家长都
要用笔算算，何况孩子！这样包含‘笔
试’环节的面试难道不算考试？”广州的
一位家长说，孩子参加了今年广外附小
的“面谈”，其中一道题目是“买了 6 个
鸡蛋和一些鸭蛋，吃了 3 个鸡蛋后鸭蛋
和鸡蛋一样多了，问鸭蛋有多少个？”

更令这位家长诧异的是，这么难的
题目竟然有 “牛娃”考了满分！“‘牛
娃’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连加减
乘除都没学，考这么难有什么意义！”有
家长质疑。 人民网

这些问题答不出，你上小学都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