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A国内国际
2017 年8月11日 编辑：王淑芳 美编：吴城鑫 校对：叶丽文 电话：2833373 邮箱：ndmdrb@163.com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邓华
宁 王宾）“以前大病小病都要上公立医院
排长队，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正在社会资
本开办的海南省肿瘤医院就医的安徽患
者吴红霞说，“这家民营医院条件不错又
不挤，还能异地报销，真方便。”

来自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显示，截至今
年4月底，全国社会办医机构44.4万家，占
医疗机构总数的 45%；社会办医院 1.69万
家，占医院总数的 57.2%。2011 年至今，
社会办医院数量翻一番。

原本医疗资源匮乏的海南省就是社会
办医快速发展的一个典型。海南每年接待

大量岛外游客，其中不乏疗养治病群体，公
立医院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海南
借助国家优惠政策，大力引入社会资本，打
造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已经吸引70多个
优质高端医疗项目。这些医疗项目全部建
成后，年接待医疗旅游人次可达500万。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
辉介绍，全国卫生计生系统积极转变政府
职能，着力加强简政放权，努力营造有利
于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的政策环境，取
得了良好成果：

累计支持社会办医创建国家级临床重
点专科项目28个，投入项目经费1.4亿元。

将一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纳入到定点医
疗机构范围。建立区域注册制度，截至目
前，全国共有6.6万名医师多机构执业，其中
到社会办医的占 69.6%。各地以电子化注
册管理改革为突破口，为社会办医、医师多
点执业打通审批环节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副巡视员龚向光
表示，目前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的积极
性十分高涨，投资主体更加多元。为了深
化“放管服”改革，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出
台《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
投资活力的通知》，推出了10项重点改革，
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

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取消养老机构内
设诊所的审批；全国3715个开设医疗机构、
医师、护士注册的政务服务大厅全部联网注
册；对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与执
业登记“两证合一”；外国医疗机构、公司、企
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者合作形式设
立的诊所，放宽外方投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70%的限制；探索在国务院批准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内对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乙类大型
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等。

据悉，下一步，国家卫计委还将深化
细化改革举措，明确时间表和线路图，抓
好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工作。

提 前 完 成 三 大 科 学 目 标

千里纠缠、星地传密、隐形传态
8 月 10 日凌晨，中国科技大学潘建

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等
单位宣布，“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
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
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这是继今年6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
向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
验后，我国科学家利用“墨子号”实现的又
两项重大突破。

什么是量子密钥？这得从量子特性
和传统信息加密技术的“瓶颈”说起。作
为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能量单位，量子
具有不可克隆、“测不准”等特性。用量子
做成“密钥”来传递信息，窃听必然会被发
现，且加密内容不可破译。

传统的信息加密技术，依靠的是计算
的“复杂性”，但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飞
速提升，再复杂的加密算法也“很快”会被
破解。基于“量子密钥”的量子通信，则是
一种“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也
为破解信息加密“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

去年8月升空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墨子号”，为通过太空“量子传密”
提供了可能。实验表明，在1200公里通信
距离上，星地量子密钥的传输效率比地面

光纤信道高 1万亿亿倍，卫星平均每秒发
送 4000 万个信号光子，一次实验可生成
300 千比特（kbit）的密钥，平均成码率达
1.1千比特/秒（kbps）。

星地量子隐形传态是“墨子号”的另一
个重大科学目标。“墨子号”过境时，与海拔
5100米的西藏阿里地面站建立光链路，地面
光源每秒产生8000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从
500公里到1400公里的距离向卫星发射纠
缠光子。实验表明，所有6个待传送态均以
大于99.7%的置信度超越了经典极限。

潘建伟院士说，至此，“墨子号”三大
既定科学目标均成功实现，为我国未来继
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间尺
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验前沿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又 一 个 里 程 碑

为全球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基础
量子通信如何实现安全、长距离、可

实用化，是最大的挑战，全世界这一领域
的科学家为之奋斗了几十年。

最直接的方式是光纤传输。但由于
量子很“脆弱”，用光纤传输的距离有限：
量子通过地面光纤传输的损耗很大，也不
能像传统通信一样进行“信号放大”。

“光信号经过外太空的损耗很小，可
以扩展量子通信距离。”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
程常务副总师王建宇说，同时，由于卫星
具有方便覆盖整个地球的独特优势，是在
全球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实用化量子密
码和量子隐形传态最有希望的途径。

从本世纪初以来，这个方向就成为国
际学术界激烈角逐的焦点，但难度也非常
大。王建宇曾打过一个比喻：星地之间的
量子联通有多难？就好比在万米高空往
地面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需要准确地
将硬币掷入储蓄罐的狭小入口。

潘建伟团队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
沿。对于此次公布的成果，《自然》的物理
科学主编卡尔·济耶梅利斯用“非常兴奋”
来形容：研究团队用相互纠缠的光子安全
传送了至关重要的量子密钥，“量子密钥
是保障通信极高保密性的关键”。

“这一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
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潘
建伟说，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基础，将
卫星作为可信中继，可以实现地球上任意
两点的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分发范围扩
展到覆盖全球。

“将卫星、地面站和城际光纤量子通
信网互联，可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
一体化保密通信网。”潘建伟说。

量子隐形传态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瞬间传送”，但为未来开展空间尺度量子通
信网络研究以及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子引
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这些结果代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
中的重大突破”，《自然》杂志审稿人评价。

卡尔·济耶梅利斯说，这两篇论文的
发表意味着潘建伟团队顺利完成了三项
量子实验的展示，这些实验将会是全球任
何基于空间的量子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

国 际 引 领 地 位

量子卫星的聚合效应显现
随着“墨子号”的全部既定科学目标

提前完成，这个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句
号，也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信、空间量子
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的大门。

潘建伟介绍，他的研究团队正与欧洲
量子通信团队合作进行洲际量子密钥分
发，目前已顺利完成和奥地利格拉茨地面
站的对接测试，正在开展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即将具备洲际量子保密通话的条
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团队也申
请加入。

同时，研究团队正在致力实现量子通
信与经典光通信相融合的安全信息传
输。换句话说，就是让量子保密技术与目
前使用的传统通信网络无缝链接。

未来的目标还有很多：构建完整的空
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形成具有
国际引领地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下一
代国家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探索对广义相
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检验
……

“墨子号”取得的系列成果，赢得巨大
国际声誉，聚合效应已经显现。“标志着我
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
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白春礼评价，为我
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
成为国际同行的标杆，实现了“领跑者”的
转变。

据了解，“墨子号”量子卫星是中科
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在“十二五”期间支
持的 4颗科学卫星之一，另 3颗卫星也都
已成功发射。“悟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慧
眼号”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均获得
了大量科学数据，相关科学成果将陆续
发布。

“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力争使我国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现更多的重大突
破，同时带动航天技术的发展，为将我国
早日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重要的、不可
替代的贡献。”白春礼说。

□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海涛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 10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最高法近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
见》，就人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作，
保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
出了30项意见。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
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法严厉打击
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
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障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和规范金融
交易。要遵循经济、金融的发展规律，
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本源，依
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对于能够实际
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普惠金融，合法合
规的金融交易模式依法予以保护。对
于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
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金融违
规行为，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
确定其效力和权利义务。对于以金
融创新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
集资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解决实体
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上，意见提出严格
依法规制高利贷，对超过民间借贷利
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保护，以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依法审理证
券、期货民商事纠纷案件，规范资本市
场投融资秩序，引导把更多金融资源
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
金融需求。准确适用保险法审理保险
合同纠纷案件，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
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 新华社加拉加斯8月 9日电（记者 徐烨 李文

清）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 9日在外交部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对 8名委政府官员实施经
济制裁，并称这是对委主权的干涉。

阿雷亚萨说：“委内瑞拉绝对不会承认和接受这
种违背国际法律、民主和干涉主权的制裁措施，没有
任何人有权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 9日宣布对 8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
经济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和支持委制宪大会
成立。遭到制裁的人员包括委前总统查韦斯的兄长
阿丹·查韦斯、6名制宪大会代表以及 1名军人。根
据制裁措施，受制裁的个人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
冻结，同时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交易往来。

7月 30日，委内瑞拉举行制宪大会选举，8月 4
日委制宪大会正式成立。委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制定
宪法，解除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的权力，但选举遭到
委反对派的坚决抵制，认为其严重违宪。

美国财政部 7月 26日宣布对委内瑞拉 13名现
任或前政府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并在当月 31日宣布
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美方还称，任何
当选委制宪大会代表的个人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
对象。

新华社平壤8月10日电（记者 程大雨 吴强）
朝鲜军方 10日说，将于 8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
方案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恩，方案内容包
括同时发射4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周边30至
40公里水域。

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
将的话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通
过同时发射 4 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
弹对关岛进行包围打击的方案，朝鲜发射的导弹
将通过日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上空，飞行约
3356.7 公里、1065 秒后，落到关岛周围 30 至 40 公
里的水域。

金洛谦表示，朝人民军战略军已通过发言人声
明向美国做了充分警告，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本没
有把握局势方向，还抛出了“炮火与怒火”言论。

金洛谦说，朝鲜此次准备采取的军事行动将
成为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制止美国行为的有效
办法。

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 8日发表声明说，为
压制和牵制美国战略轰炸机所在的关岛安德森空军
基地等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的信号，朝
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用“火星-12”型中远程
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打击的作战方
案。有关部门将对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和拟订后上报
朝鲜最高司令部，金正恩一旦做出决断，方案将随时
付诸实施。

8月10日，在九寨沟县第二人民医院搭建的帐篷里，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诊疗。
四川省九寨沟7.0级地震发生后，先后有200多名因灾受伤人员被送到离震中较近的九寨沟县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参与救

援的医护人员对所有伤员第一时间进行诊疗，并及时将重伤员转运救治，灾区医疗救助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刘红
霞）记者 10日从财政部获悉，针对四川
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前发生地震山
洪灾害，中央财政已拨款1.8亿元用于两
地抗震救灾。

据了解，为帮助新疆地震灾区做好
救灾工作，中央财政 10日紧急下拨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8000万元，其中，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5000万元，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3000万元，由自治区和兵团统筹
用于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
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救灾
支出。

此前一天，财政部、民政部向四川省
安排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1
亿元，主要用于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
和凉山州普格县山洪灾区受灾群众紧
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

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
放抚慰金，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工作。

四川九寨沟县 8日发生 7.0级地震，
截至 10 日 12 时，地震已致 20 人遇难、
431人受伤。新疆精河县 9日发生 6.6级
地震，截至 10日 18时，地震共造成 32人
受伤（3人重伤）、307间房屋倒塌，5469
间房屋裂缝受损。

建军建军 9090 周年周年··9090 个第一个第一千里纠缠 星地传密 隐形传态
——“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

中央安排1.8亿元支持四川新疆抗震救灾

国家卫计委

社会办医院数量6年翻番“放管服”改革推出多项重点

第一次炮击金门：

鲜为人知的“9·3”炮战
炮击金门（油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共两党的关系

史上，有一件特殊的重大事件，那就是炮击金门。
“一提到炮击金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1958 年的‘8·23’金门炮战。”军事科学院研
究员郜耿豪说，“其实，在这之前，炮击金门
发生过多次，尤以 1954 年第一次炮击金门规
模最大。”

新华社 发

这是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一江山岛登陆
战纪念馆前，反映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解放一
江山岛战役的铜雕《前指》局部（左一为张爱萍
将军雕像，2007年1月11日摄）。

1955 年 1 月 18 日 8 时，在华东军区参谋长
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华东军区部队发起了一
江山岛战役。

现任军事科学院党委秘书的黄宙峰日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江山岛战役既是人民解放
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而且还
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次在白天发起的三军登陆
作战。 新华社 发

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一江山岛战役

朝鲜称8月中旬完成
关岛包围打击方案

委内瑞拉谴责美国再次
制裁8名委政府官员

人类能造出不可破解的密码吗？量子通信给出的答案是——能。
向身处遥远两地的用户分发量子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采用一次一密的

严格加密，这是目前理论上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通信方式。中国科学院日前传
来最新消息：“墨子号”卫星上天一年，已提前完成既定科学目标，将“绝对保密”
的量子通信从理论向实用化再次推进了一大步，并为我国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
子通信技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在量子通信研究领域保持着领跑优势，但竞争日趋激烈。”中科院院长
白春礼院士说，美国已经发布了新的量子科研计划，欧盟、日本也在加紧研究，在
新一轮的科研比拼中，科研工作者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最高法：

严厉打击以互联网金融
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