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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评

四川·九寨沟
7.0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中国科学
院 10 日凌晨宣布，“墨子号”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用 1 年时间提前实现了
既定 2 年完成的科学目标。中科院
院长白春礼说，系列成果赢得巨大国
际声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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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
以及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是“墨子号”最新实现的科学目标。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团队
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单
位完成上述重要成果，在线发表于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

据了解，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采用卫星发射量子信号、地面接
收的方式，“墨子号”量子卫星过境时，
与河北兴隆地面光学站建立光链路，
通信距离为645公里至1200公里。卫
星上量子诱骗态光源平均每秒发送
4000万个信号光子，一次过轨对接实
验可生成 300千比特（kbit）的安全密

钥，平均成码率可达 1.1 千比特/秒
（kbps）。

潘建伟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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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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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审稿人表示，星地量子密
钥分发成果是“本领域的一个里程
碑”。

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采用地面
发射纠缠光子、天上接收的方式，“墨
子号”量子卫星过境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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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向卫星发射纠缠光子，实
验通信距离为500公里至1400公里，
所有 6个待传送态均以大于 99.7%的
置信度超越经典极限。

潘建伟介绍，假设在同样长度的
光纤中重复这一工作，需要3800亿年
才能观测到1个事例。这一成果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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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审稿人表示，这些结果代
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的重
大突破。

日本内阁 8月 8日批准了 2017年

版《防卫白皮书》。与鼓吹“中国威胁

论”如出一辙，白皮书也提高了朝鲜

的威胁级别，称“朝鲜可能已经实现

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强调朝鲜的威

胁进入了“新阶段”。

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国

之一，日本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却常常

“搅浑水”“拖后腿”,因为半岛局势的

紧张，已被安倍政府视为推动修宪和

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的“利器”。

近年来，安倍政府在国民中不断

煽动对朝鲜的恐慌情绪。2013年4月，

安倍政府以防范朝鲜导弹为由，大张旗

鼓地将“爱国者 3型”导弹布置在东京

市谷的防卫省院内，并实现了在防卫省

内部署的常态化。在熙熙攘攘的东京

闹市区竖起爱国者导弹发射架，无疑能

很好地加深国民对“朝鲜威胁”的印象。

今年 4 月，安倍在一次参议院外

交防卫委员会上又声称：“朝鲜可能

已经拥有将沙林装在弹头上发射的

能力。”对此，日本军事评论家古是三

春指出，在弹道导弹上搭载化学武器

技术上不切实际，安倍是用不确定的

情报来扩大恐慌。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发表文章指

出：“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朝鲜危机对和

平宪法提出质疑。朝鲜半岛局势激化

有望帮助日本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提前

举行大选为修宪赢得所需的三分之二

国会席位。”英国 BBC 电视台指出：

“安倍知道国民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

担忧日本重新军事化，在这个意义上，

来自朝鲜的威胁增大对他是有益的。”

而刚刚就任的日本防卫相小野寺

五典曾公开表示，日本将考虑掌握打击

海外导弹基地技术的能力。说的是攻

击的“能力”，不如说想拥有这种权利，

借此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英国

《金融时报》8日发表文章说，此举将标

志着日本和平防卫姿态的彻底转变。

安倍自上台以来，竭力推进大国

军事路线，所谓的“专守防卫”形同虚

设，所谓的“和平宪法”早已变得有名

无实。无论是炒作“中国威胁论”也

好，还是渲染“朝鲜危机论”也罢，都不

过是为了安倍政府达到修宪扩军的目

的而制造的借口而已。外部“威胁”喊

得越响，浑水摸鱼的机会就越大。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平壤 8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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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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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半岛核问题上浑水摸鱼

朝鲜称8月中旬
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

1年时间实现2年科学目标

“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制高点

2016年12月14日，在青海德令哈观测站，“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
境（合成照片）。 新华社发

8月10日，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在九寨沟直升机机场接运伤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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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10日航拍的青岛栈桥。时下，青岛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栈桥游
人如织，日均接待8万多人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0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0日说，美军“麦凯
恩”号导弹驱逐舰当日未经中国政府
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
礁邻近海域。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
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说，8 月 10 日，美军“麦凯
恩”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
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
邻近海域，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
动”。中国军队随即派出军舰依法对
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
离。

他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舰有
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严重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危及双方
一线人员生命安全。

耿爽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
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
降温趋缓，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态
势，特别是日前在菲律宾举行的中
国—东盟外长会一致通过“南海行为
准则”框架。在此背景下，一些域外
势力逆流而动，持续打着“航行自由”
的旗号寻衅滋事，妄图搅乱当前来之
不易的良好形势。

他表示，中国维护本国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的意志坚定不移。美方
这种挑衅也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措
施进一步提升国土防卫能力。

据新华社首尔8月10日电 韩国
星州、金泉民众以及六大反“萨德”团体
10日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萨德”部
署地附近举行记者会，反对韩国政府原
定于在当天进行的星州“萨德”基地电
磁波检测调查。在当地居民和市民团
体的强烈反对下，这一调查“流产”。

反对者认为，韩国政府计划实施
的电磁波检测调查是企图将小规模
环境影响评估合法化，他们对此表示

强烈反对。声明说，部署“萨德”有百
害而无一利，作为珍爱和平的韩国民
众有责任抵制部署“萨德”。

声明还提出4点要求：韩国政府
立即停止小规模环境影响评估；立即
停止启动“萨德”系统，撤除“萨德”装
备；停止部署“萨德”的施工，搬出“萨
德”装备后，实施战略环境影响评估；
全面调查部署“萨德”的违法过程，并
严惩责任人。

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
海域，我外交部回应

美方挑衅迫使中方采取措施

韩国六大反“萨德”团体
要求政府停止部署“萨德”

8 月 8日晚 21时 19分，7.0 级地
震突袭四川九寨沟。从震区传出消
息，天堂洲际大饭店内建筑物坍塌倾
斜，饭店及周边1500多名游客滞留，
情况不明……

仅仅 16 个多小时后，9日 14 时
许，最后一辆车驶离天堂洲际大饭
店，滞留游客全部安全转移。

何止这1500多人！在地震发生
后不到24小时里，四川搭建起覆盖陆
路和空中、多部门密切协作、多方向
协调配合、政府和社会合力参与的

“生命转移网”，累计转移6万余名游
客和外地务工人员。

这是一场生命的大护送，这是一
次科学的大协作……

时间就是生命
——与时间比拼的空

前“大转移”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地震。

灾情牵动党中央。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
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了解核实
九寨沟 7.0级地震灾情，迅速组织力
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疏散安
置好游客和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目前正值主汛期，又处旅
游旺季，要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和地
质监测，密切防范各类灾害，切实做
好抗灾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
情，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伤亡，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加强震情监测，防范次生灾害。

国务院派出由国家减灾委、国务
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的工作组赶
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生命至上。部队、公安、武警、消
防、医疗、民政、交通、电力、通信、供
电……各方救援和保障力量第一时
间赶赴救灾现场和各保障岗位，抢抓
72小时黄金救援期。

四川省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指
挥部审时度势，把游客疏散作为震后
救援的重中之重，组织应急运力，科
学统筹安排，做出了在9日天黑前将
景区滞留游客和车辆全部疏散出去
的决定。

地震后，从九寨沟出来只有两条
通道基本能够通行。

必须保障“生命通道”畅通！四
川省公安厅立即决定，采取远端分流
措施，尤其是对平武至成都方向这条
大通道要确保完全畅通，在成都、绵
阳、广元、阿坝等通往灾区的必经路
口设置16个管控点，严格控制进入灾
区的车辆，最大限度地将道路资源留
给疏散旅客。

与此同时，还要迅速召集足够多

的车辆。
“接到我们求助电话的运输企

业，没有一家迟疑，都立刻行动起
来。”九寨沟县运管所副所长李勇说，
除了旅游大巴、观光车、公交车等大
容量车辆外，出租车、农村客运车、机
关公务用车等全都用上了。同时，20
余辆消防官兵和部队的运兵车辆与
甘肃支援的近20辆客运车辆也全都
投入，疏散旅客。

在科学有效组织下，撤离的队伍
紧张而有序。

地震发生时，正值九寨黄龙机场
航班高峰时段，机场滞留飞机1架次，
滞留旅客 939 人。机场公安迅速启
动应急机制，加强值班备勤，为滞留
旅客送发棉被，安抚紧张情绪。至 9
日凌晨2时，安全运送615名游客，剩
余324人转运到宾馆休息。

根据九寨沟县旅游局的情况反
馈，截至9日18时 30分，滞留在漳扎
镇的游客已全部疏散转移。

一场6万余人的“大转移”顺利完
成！

科学指挥、协同作战
——构筑“陆空立体”

的安全疏散网络

面对突发地震灾害，需要全力投
入抢险救援，也需要科学高效的指挥
调度。重灾之后，24小时内完成6万
余人疏散转移，是一场科学救灾、协
同作战的重大考验。

转移，贵在迅速有效行动。
地震发生后，四川公路、铁路、民

航部门密切配合，紧急应对，从陆路

到航空、从车站到机场，迅速架设起
转移人员的立体安全通道。

转移，贵在科学有序疏导。
“为了保障道路通畅，一定要管

好往里进的车。”地震发生后，九寨沟
县应急办主任吴剑领到了省公安厅
的明确指示，要在有限的通道上从远
端、中端、近端分别进行交通管控。

“除了只出不进，我们还根据灾
情实际，以‘轻重缓急’为原则，安排
进入灾区的车辆。”四川省政法委书
记、抗震救灾副指挥长邓勇向新华社
记者介绍说。

转移，贵在保障细致到位。
灾区人员转移，最重要的是保持

通道畅通，最担心的是后续灾害导致
通道被切断。为此，当地公安和武警
及时会商，部署抢通力量，一方面组
织武警抢险队集结待命，一方面组织
交管部门和大型施工企业调集应急
抢险队伍和挖掘机、装载机等机具设
备，时刻待命。

转移，贵在全社会守望相助。
为了保障交通通畅，在重要疏散

省道上，除拉着警笛呼啸而过的救护
车和应急通信保障、电力保障、消防
车辆外，基本没有进入景区的社会车
辆，遇有载有伤员的救护车辆驶往医
院方向，社会车辆纷纷停车让行。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转移”，闪耀
着科学的光芒、人性的光辉……

妥善安置
—— 确 保 每 一 个 生 命

都得到安全呵护

离开了震中、灾区，并不意味着

救援和关爱的结束。
这是一条全力构筑的地震伤员

医疗保障通道——
四川省卫计委主任沈骥表示，地

震发生后四川立即启动卫生一级响
应，在县医院和县中藏医院开辟绿色
通道，对地震伤员一路绿灯，全力救
治，全部免费。同时，对重伤员进行
转移，38名重伤员向成都、绵阳等地
转诊，其中9名使用直升机转运。

这是一条密切配合的疏散人员
转移保障通道——

9日起，成都市公安局组织警力
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火车东站、火
车北站及相关高速出口、客运站等处
加强交通疏导及治安巡逻，并设立 7
个便民服务点，为从九寨沟地震灾区
撤离的遗失证件群众出具临时身份
证明，以便撤离群众在成都顺利乘机
乘车回家。

这是一条永不放弃的生命搜寻
通道——

尽管已经完成了6万余人的“大
转移”，9日晚，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
部的会议上，依然强调“继续把抢救
生命摆在第一位”。

从9日下午起，按照统一部署，百
余名消防官兵带着雷达生命探测仪
挺进九寨沟县相关地区，进入灾情相
对较轻的乡镇展开生命搜索。

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下一步工
作，一方面将继续千方百计搜救人
员、救治伤员，另一方面重点是妥善
安置当地群众，防止次生灾害，同步
开展灾情评估、重建规划。

对生命的呵护，将一直持续……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生 命 至 上
——九寨沟地震24小时6万余人成功大转移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