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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台措施 推進執法司法全面深度公開

「墨子號」撐起保密通信網
測試結果勝預期 覆蓋南海及遠洋艦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發射的世界首顆量子科學

實驗衛星「墨子號」經過四個月在軌測試，各項測試指標今年達到甚至優

於任務要求。量子衛星首席科學家潘建偉院士表示，「墨子號」可在上千

公里外的太空以10kbps的速率給地面站分發量子密鑰，比地面同距離光纖

量子通信水平提高了15個數量級以上。這一技術突破令中國具備對南海諸

島、遠洋艦艇等光纖無法覆蓋地區提供量子通信保障的能力，將為中國構

建全球天地一體化量子保密通信網絡提供技術支撐。

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元朗唐人新村第119約地段第1447 S.A&S.B

（部份）、1448（部份）、1454（部份）、1455、1456、1457、
1458（部份）、1459（部份）、1460、1461、1462、1463 S.
A、1463 S.B RP、1463 S.B ss.1、1464、1465、1466、
1468、1471（部份）、1472 S.B、1477 RP、1478（部份）、
1479（部份）、1480號及第121約地段第1682（部份）、1683
（部份）、1684（部份）號及毗連政府土地的擁有人，我們計
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
劃許可，於上述地段作臨時汽車修理工場及露天貯物場作
貯存廢金屬、建築材料及機器、回收物料及附屬包裝工序
用途為期三年的申請。申請範圍總面積約1.5公頃。

朗漢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意見》相關要點
■加強履職能力建設，建立符合執
法司法規律的政法幹警績效考評
體系

■推進執法司法全面深度公開，建
立健全與司法權運行新機制相適
應的監督制約體系

■把忠誠可靠和知法懂法作為政法
領導幹部隊伍的必備條件

■健全職業保障體系，形成向基層
一線辦案人員傾斜的激勵機制

資料來源：中新社

「墨子號」是中國完全自主研製的世界
上第一顆空間量子科學實驗衛星。

經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科院上海技術
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
院、中科院光電技術研究所、國家天文
台、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等單位10餘年的協
同攻關，「墨子號」在去年8月16日於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這是國際上首次開
展空間尺度量子科學實驗，創新性地突破
了包括星地量子信道、空間單光子探測、
高亮度空間量子糾纏光源等多項國際領先
的關鍵技術。

速度大幅拋離等距光纖
「墨子號」昨日在圓滿完成四個月的在
軌測試後，正式交付給科學家團隊使用。
據了解，「墨子號」依據在軌測試大綱完
成了衛星、載荷及天地一體化測試內容，
驗證了衛星平台及有效載荷整體性能滿足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研製總要求及科學實驗
任務需求。其中，多項測試結果優於預
期，並已取到初步實驗數據，這令潘建偉

等科學家及工程人員十分驚喜。
通過衛星和地面站之間的量子密鑰分

發，實現星地量子保密通信，並通過衛星
中轉實現可覆蓋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是
「墨子號」衛星的主要應用目標。在軌測
試顯示，「墨子號」可在上千公里外的太
空以10kbps 的速率給地面站分發量子密
鑰，比地面同距離光纖量子通信水平提高
了15個數量級以上。「原本用光纖從北京
到上海直接送的話，大概每300年只能送一
個密鑰。有了這個技術後，與光纖技術相
比，1,000公里速率提高16個數量級，1,200
公里速率提高20個數量級，從這個角度來
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變」，潘建偉院
士表示。

將為基礎物理學作貢獻
這一技術的突破，令中國具備了對南海

諸島、駐外使領館、遠洋艦艇等光纖無法
覆蓋的地區直接提供高安全等級量子通信
保障的能力，並為中國未來構建覆蓋全球
的天地一體化量子保密通信網絡提供可靠

的技術支撐。
不僅是應用方面，「墨子號」還肩負着

中國科學界多項前沿研究的重任。在軌測
試期間，中國科學家通過「墨子號」的星
地糾纏分發，能夠在相距1,200公里以上的
兩個地面站之間以每秒一對的速度建立起
量子糾纏，而這將使得人類首次具有在空
間尺度開展量子科學實驗的能力，並為未
來在外太空開展廣義相對論、量子引力等
物理學基本原理的檢驗作好技術準備，將
成為中國在基礎物理學領域對世界的又一
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在瑞士
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
並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把困擾世界的問
題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
也無助於問題解決。我們要適應和引導好經
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
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
誠如國際主流媒體作出的敏銳判斷：「習主
席達沃斯之行將是一次撥雲見日、安心定志
的『信心之旅』。」當前，經濟全球化進入
階段性調整期，支持者有之，質疑者有之，
徘徊者有之。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當
前，人們普遍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感到焦慮，
反經濟全球化思潮、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明顯上升，主張對現行發展道路、分配制度、
治理模式進行反思和變革的聲音增多，世界經

濟走向成為各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必須承
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全球
發展提供強勁動能，也帶來一些新情況新挑
戰。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孕育興起，國際
分工體系加速演變，全球價值鏈深度重塑，這
些都給經濟全球化賦予新的內涵，也都需要各
國認真面對、深入研究、共同解決。不過，經
濟全球化越是形勢複雜嚴峻，越需要頭腦清醒
堅定，越需要各國共克時艱。總體而言，經濟
全球化符合經濟規律，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
符合各方利益。因此，各國對經濟全球化的決
心不能變、信心不能減。
文章指出，歷史早已表明，搞保護主義是
沒有出路的。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16年全
球貿易增幅可能連續第五年低於經濟增速。
面對如此不利局面，各國必須攜手合作、促
進共贏，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為經濟

全球化注入正能量。一方面，要適應和引導
好經濟全球化，不能因為一時困難就停下腳
步，而要認識和把握自身發展及外部環境的
互動變化，捕捉新機遇，定位新角色，創立
新優勢；另一方面，要努力消解經濟全球化
的負面影響，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發展方
向，注重同各自發展實踐相結合，注重解決
公平公正問題，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
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增強廣大民眾參
與感、獲得感、幸福感。按照習近平主席所
倡導：「我們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
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
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我們要順應大勢、結
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
節奏；我們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
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
的好處。」

南方日報：經濟全球化決心不能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
央近日印發《關於新形勢下加強政法隊伍
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了
加強和改進政法隊伍建設的政策措施。
《意見》要求，完善權力約束監督機制，分
類制定政法幹警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推
進執法司法全面深度公開，建立健全與司
法權運行新機制相適應的監督制約體系。
《意見》要求，加強履職能力建設。
建立健全各類執法司法人員崗位素質能
力基本標準，建立符合執法司法規律的
政法幹警績效考評體系，在職務晉升、
薪酬待遇、榮譽激勵等方面全面體現能
力和業績導向。構建教、學、練、戰一
體化教育培訓機制，全面推進青年政法
幹警業務導師制，建立崗位業務諮詢和

顧問制度，提高執法司法專業能力；強
化宗旨意識和群眾觀念，鼓勵政法幹警
到條件艱苦、情況複雜、矛盾集中的地
方和崗位鍛煉成長，提高群眾工作能
力；全面實施科技強警戰略，建設數據
化、智慧型政法機關，造就一大批精業
務、熟法律、懂科技的複合型人才，提
高科技應用能力；樹立主動宣傳、立體
傳播理念，完善政法宣傳輿論引導工作
機制，提升互聯網時代政法幹警的媒介
素養，提高社會溝通能力。加強政法專
門人才隊伍建設，制定政法專門人才差
別化管理辦法。

加強紀律作風建設
《意見》要求，加強紀律作風建設。

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分系統修訂完善
紀律條令，完善崗位職權利益迴避制
度，健全政法幹警社會交往行為規範，
對違紀行為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
持續整改作風突出問題，堅決糾正損害
群眾利益行為，綜合治理失職瀆職行
為，着力解決執法司法不公問題，推進
執法司法作風持續好轉；完善權力約束
監督機制，分類制定政法幹警權力清
單、責任清單，推進執法司法全面深度
公開，建立健全與司法權運行新機制相
適應的監督制約體系；堅決懲治執法司
法腐敗，堅決查處濫用職權、貪贓枉
法、充當司法掮客等行為，營造全面從
嚴治警的濃厚氛圍。
《意見》強調，加強政法領導班子和

領導幹部隊伍建設。把忠誠可靠和知法
懂法作為必備條件，選好配強政法領導
班子，健全從嚴管理監督政法領導幹部
的制度體系，加強幹部培養鍛煉，提高
解決實際問題、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
《意見》提出，健全職業保障體系。

完善工資待遇制度，形成向基層一線辦
案人員傾斜的激勵機制；健全依法履職
保護機制，依法嚴懲暴力襲警抗法等妨
害執法司法的違法犯罪行為；落實撫恤
優待政策，加強政法幹警醫療保障，加
快推進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參加工
傷保險制度，切實保障幹警休息權；加
大基層保障力度，建立人財物向基層傾
斜的政策保障體系，取消不合理考評指
標，切實減輕基層負擔。

期待實驗創更多驚喜

佛山兩巴士連環爆炸6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昨日下午一小時
內接連發生兩宗巴士疑似爆炸事件。
對此，佛山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表
示，經初步調查，爆炸為車廂垃圾桶
內疑似爆炸物引發。
佛山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

的消息顯示，昨日15時37分許南海
區桂城佛平三路一輛巴士內的垃圾桶
發生爆炸，南海公安路面巡防接報
後迅速趕到現場處置。事件導致四人
受傷，已在醫院接受治療。
半小時後，桂城三山另一輛巴士

爆炸，造成兩人輕傷。經初步調
查，爆炸為車廂垃圾桶內疑似爆炸
物引發。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
查中。

■「墨子號」自去年升空以來獲得了大
量世界原創的實驗數據。 資料圖片

■中國首個完全自主研製的量子衛星「墨子號」完成在軌測試任務後，於昨日正式交
付使用。 記者劉凝哲 攝

■佛山昨日一小時內發生兩宗巴士爆炸
事件。圖為救護員為傷者治療。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主要有開
展千公里級星地雙向糾纏分發研究、開展空
間尺度量子隱形傳輸研究等科學目標和任
務。隨着在軌測試的完成，尤其是各項指數
優於預期，「量子號」有望在今年內完成全
部實驗任務。量子衛星首席科學家潘建偉院
士昨日對「墨子號」提出更多的科學實驗，
例如「雙光子地星量子隱形傳態」、「基於
糾纏的量子密鑰分發」等，期待「墨子號」
能給科學界帶來更多驚喜。

測試期間獲大量原創數據
在為期四個月的在軌測試期間，「墨子

號」已獲得大量世界原創的試驗數據，這令
科學家們如獲至寶。在完成既定科學目標和
任務基礎上，科學家們希望在「墨子號」設
計壽命的兩年時間內完成更多科學實驗。潘
建偉介紹，「雙光子地星量子隱形傳態」實
驗，將在地面製備雙光子量子糾纏態，採用
極化與路徑糾纏實現地星量子隱形傳態，這
個實驗大約需要四周時間。
「基於糾纏的量子密鑰分發」實驗，將在
星上製備糾纏光源，通過雙向信道分別向兩
個地面站分發糾纏光子，地面對糾纏光子進
行測量，並通過數據處理在兩個地面站之間
建立量子密鑰，大約需要十幾周的時間。而
在中國與奧地利之間進行的跨越歐亞大陸的
洲際量子密鑰分發實驗，將在「墨子號」完
成所有科學目標後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十
三五」促進就業規劃，推動穩定和擴大就業打造高素
質勞動者隊伍。
會議指出，「十三五」時期，要把實施積極的就業

政策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要努力增加就業崗位。
積極發展先進製造業，催生適應多樣化需求的新業
態，釋放吸納就業潛力。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生活性服
務業。創新和完善用工、社保等制度，扶持靈活就業
等新形態。加快資源枯竭城市、產業衰退地區等脫困
振興，引導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
移，增強吸納就業能力。

鼓勵創業發展共享經濟
二要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新動能培育帶動就

業。大力發展共享經濟，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和制度性

交易成本，營造有利於創業的政策環境，加大初創企
業政策扶持力度，建設小微企業創新創業基地。落實
促進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等創業稅費優惠政策，鼓
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專業
技術人員離崗創業。結合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支持農民工返鄉就地創業就業。
三要強化就業困難人員幫扶。通過公益性崗位托

底、就業援助等，確保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採取靈
活工時、培訓轉崗等多種方式，在化解過剩產能中妥
善做好職工安置。推進就業扶貧，實施貧困家庭子女
等免費接受職業培訓項目。
四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就業創業服務，建設更多有

利供求對接、人才流動、便利就業的信息平台，提高
人力資源市場透明度和匹配效率。制定實施企業參與
職業教育的激勵政策，加快推進工學一體、企業新型
學徒制等培訓模式，健全勞動者素質提升長效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