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广告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 过去20年间，量子保密通
信的现实安全性已在逼近理想
系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与测
量器件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技
术，加上自主设计和充分标定的
光源可以抵御所有现实攻击

■正因为量子加密提供了理
论上的绝对安全，使得人类追寻
了几千年的绝对安全通信几近
最终实现。 而针对实际系统的物
理安全漏洞问题的研究， 正是为
了这个绝对安全性变得更加可靠

浦江夜景观光线路
单程距离将超40公里

本报讯 （记者李静） 记者昨天从市绿

化市容局获悉， 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升级二

期工程即将开始， 昨起至 4 月 30 日面向社

会征集意见建议。 今年底， 上海将基本完成

从徐浦大桥到吴淞口的浦江两岸景观照明改

造提升， 黄浦江夜景观光线路单程距离将超

过 40 公里。

根据 《黄浦江两岸景观照明总体方案》

“三年任务、 两年基本完成” 的计划， 去年，

上海启动黄浦江核心段 （杨浦大桥至南浦大

桥） 夜景提升项目， 包括对 4 座跨江大桥、

杨浦大桥至南浦大桥之间两岸 388 栋重要建

筑、 16 座码头、 近 20 公里左右岸线景观照

明的新建、 改建和集中控制系统建设等。 去

年 10 月底， 工程如期完成， 共安装、 调试

了约 14 余万套灯具、 5 万多米灯带、 600 余

套控制终端等， 焕然一新的浦江夜景在首届

中国进口博览会期间精彩亮相， 惊艳了市民

游客， 获广泛好评。

今年， 上海将基本完成从徐浦大桥到吴

淞口浦江的两岸景观照明改造提升，届时，黄

浦江夜景观光线路单程距离将超过 40 公里。

市民游客可在“上海发布”“绿色上海”等微信

公众号相关内容页面下留言建言， 也可发送

电子邮件至 sjjgc＠lhsr.sh.gov.cn（邮件名注明

【景观灯光建议】） 提出自己对浦江两岸夜景

的期待，对提升工程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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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场“5G+8K+VR”直播花落上海
本报讯 （记者朱伟）伴随着新一轮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提速，5G开始

走进市民的生活。 记者昨天从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获悉，在即将举行的第26届《东

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上，中国电信将与动

感101合作，首次尝试运用“5G+8K+VR”

技术进行现场直播， 为全球观众带来一

场充满未来感的视觉盛宴。

据上海电信相关人士介绍， 全方位

运用 “5G+8K+VR” 技术直播现场晚

会， 这在国内音乐现场活动史上也是第

一次 。 8K 的清晰度是 4K 的 4 倍 、 而

VR （虚拟现实） 视频沉浸式体验能让

观众体味别样的音乐盛典现场。 届时，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最佳机位 ，

将放置一台 VR 摄像机正对舞台， 用它

拍摄的 “8K+VR” 高清视频， 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电信云数据中心， 经转码剪

辑成 VR 内容后， 再通过 5G 网络发出

直播信号 ， 不管是舞美 ， 还是演出观

感， VR 效果甚至比内场还要出色。

记者获悉， 为保证网络稳定， 上海

电信在场馆内外搭建了高品质的 5G 网

络 。 “‘5G+8K+VR’ 与录播 、 其他规

格直播最大的差异就是计算量。” 上海

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 ， 六路摄像头的

360 度全景式 VR 摄像机拍摄后， 需实

时将拍摄内容生成 8K 的高清 VR 画面，

“计算量特别大， 对带宽需求很高， 这

一过程考验着电信运营商设备、 网络、

存储等多方面能力。”

2018 年开始， 5G 直播频频在重要

赛事、 行业性展会、 重大事件中亮相，

5G 传送的视频质量从高清一步步升级

为 4K、 4K+VR， 方式也逐渐从录播向

直播转换。 今年的春晚上， 深圳会场的

画面便是通过中国电信的 5G 向全国观

众呈现的， 但当时还只是 4K+VR。

作为上海 5G 建设的主力军， 上海

电信已于今年年初启动第一批 5G 核心

网、 承载网、 业务平台及规模化的 5G

基站建设 。 根据规划 ， 2019 年上海将

成为 5G 创新应用的主要策源地， 初步

探索 5G 商用模式， 并形成辐射长三角

的示范效应。

沪法院去年审结消费纠纷案件19711件
本报讯 （记者孔韬） 2018 年上海

法院审结消费纠纷案件 19711 件 ， 与

2017 年的 21137 件相比略有减少 。 适

逢第 37 个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到来

之际，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

闻通气会， 介绍 2018 年上海法院消费

者诉讼维权审判工作情况。

上海法院去年受理的涉及消费者权

益案件包含了食品 、 药品 、 电脑 、 旅

游、 健身、 教育培训、 二手物品交易等

诸多消费领域， 内容涉及知情权、 选择

权、 财产权、 公平交易权等多种权利的

保护。 其中， 食品药品纠纷数量相对平

稳， 网购消费纠纷和旅游合同纠纷增长

明显。 近三年来， 上海法院受理的网购

消费纠纷从 2016 年的 612 件升至 2018

年的 1127 件， 旅游合同纠纷则从 2016

年的 672 件升至 2018 年的 850 件。

据悉， 上海高院已于近日向全市法

院下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全力打

响 “上海购物” 品牌 加快国际消费城

市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

就食品药品、 网络购物、 跨境消费、 健

康消费、 高端品牌消费、 旅游消费、 文

化消费、 公益诉讼等八大类纠纷， 根据

案件类型特点， 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

要求稳妥处理好相关案件， 最大程度地

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经营者

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 满足消费提质升

级需求。

荨2016年11月8日，在河北兴隆观测站，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科研人员

在做实验。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申城年内实现公交站牌电子墨水屏全覆盖
今年以来， 久事公交集团加快了在本市公交预报信息屏安装新型墨水屏的力度， 白底黑字更醒目， 公

交到站时间更准确， 给市民带来更多智能化公交新体验。 目前， 久事已安装新型墨水屏 2736 个， 其中站

亭 1092 屏， 站杆 1644 根。 年内将完成站杆 522 根、 站亭 416 屏， 实现公交到站预报设施全覆盖目标。

黑白电子墨水屏运用先进的太阳能充电及双电池供电技术，与原来的 LCE 显示屏相比优势明显，超低

能耗更环保、无电车站也能装、白天显示不刺眼、夜间阅览更清晰。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叶辰亮摄影报道

找漏洞，恰是为了量子通信“绝对安全”

“量子加密惊现破绽”引发公众疑虑，我国量子通信领军人物潘建伟院士回应———
这几天，量子通信的“绝对安全”正受到新

一波质疑，以“量子加密惊现破绽”“量子加密并

非绝对安全”为题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引发

这波热议的， 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

教授金贤敏公布在预印本arXiv网站上的一项

工作： 找到量子密钥分发实际系统中的一项物

理漏洞，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找到漏洞， 是否意味着曾被认为 “绝对安

全”的量子加密方式存在安全隐患？ 昨天，我国

量子通信领域领军人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

伟与四位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

同行一起，通过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发表《关

于量子保密通信现实安全性的讨论》一文，对量

子保密通信的现实安全性作出了回应： 过去20

年间， 量子保密通信的现实安全性已在逼近理

想系统。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与测量器件无关

的量子密钥分发技术， 加上自主设计和充分标

定的光源可以抵御所有现实攻击。

潘建伟同时在文中对某些自媒体的曲解和

误读提出了批评：“在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

情况下， 炒作出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对公众带

来误解， 这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实在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

寻找漏洞，很重要但也很常规

“从原理上说， 量子加密的确是绝对安全

的。 但在具体应用中，不可避免会使用到设备，

而设备却是可被攻击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从量子保密通信诞生的那一天起，理论和实

验科学家就都在致力于为“不完美的现实系统”

堵漏。

事实上，寻找物理系统上的漏洞，是量子加

密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像微软视窗系统

一样，总是不断会被人找出新漏洞，然后系统不

断更新补丁堵上这些漏洞，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

不断经历这种“挑刺”过程。因此，找各种方法、从

不同角度攻击系统，就成为一种研究常态。

针对网上对于论文的曲解传播， 金贤敏和

论文第一作者庞晓玲在“墨子沙龙”上发表题为

《声明：攻击是为了让量子密码更加安全》的文

章， 特别强调：“正因为量子加密提供了理论上

的绝对安全， 使得人类追寻了几千年的绝对安

全通信几近最终实现。 而针对实际系统的物理

安全漏洞问题的研究， 正是为了这个绝对安全

性变得更加可靠。 ”

新发现的漏洞已有解决办法

金贤敏研究组这次公布的工作， 是从量子

加密的源端找到了一个漏洞。

他们让一束激光扮演“密钥大盗”，反向打

入产生量子密钥的光源。 尽管携带密钥的光子

在发出时是单个的，可事实上，人类还无法生产

出完美的单光子发生器， 因此光量子产生时总

会有几个“同胞手足”。

“密钥大盗”如何下手？ 研究组想到了神不

知鬼不觉地去改变光源的频谱， 将其所产生的

光子密钥引出来， 再将频率改回原状———用这

种方式来窃取密码有60%的成功率， 因此他们

认为，这对量子密钥是个潜在威胁。

同时， 研究组在论文中也演示针对这一物

理漏洞的解决办法：加上一个光隔离器，让激光

在源端“只出不进”就行了。

不过，潘建伟在文中指出，按照这篇论文中

的攻击方案， 需要使用约1000瓦的激光反向注

入。如此高能量的激光，无论是经典光通信还是

量子通信器件都将被破坏———这就相当于直接用

激光武器来摧毁通信系统， 已经完全不属于通信

安全的范畴。

报道耸人听闻误导公众

本来，金贤敏的这篇论文是一个漂亮的研究，

却在某些自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下， 引发了公众

不必要的疑虑。

潘建伟在《讨论》一文中，详细讲述了量子保

密通信的现实安全性不断向理想状态逼近的过

程。这其中有无数次理论与技术上的不断改进，而

且“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实

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的研究和应用上创造了多项世

界纪录，无可争议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同时，他

也表示， 量子保密通信信息论可证的安全性已经

成为国际量子信息领域的学界共识。

潘建伟说，过去一直不曾回应这类问题，是因

为一直秉持“有不同观点，在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

刊上表达”的原则。这次向公众做出解释后，“除非

出现颠覆性的科学理论， 我们将不再对此类问题

专门回复和评论”。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上海保持第五
（上接第一版） 本期指数共采纳133个特

征指标，定量数据由第三方机构提供，其

中包括世界银行、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等， 同时结合了

来自全球各地共2373位受访者填写的在

线问卷调查。

具体来看，前五名金融中心排名与上

期相同，相互之间评分差距甚微。 纽约依

旧占据领先位置，伦敦和香港的评分与上

期基本持平，新加坡、上海的评分略有上

升，分别位于第四和第五。 本次排名中绝

大多数金融中心的评分都有所提高，整体

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亚太地区排名前五的

金融中心的平均分已超过其他区域，整体

稳健上升，以下八个金融中心排名进入前

十五，分别是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北

京、悉尼、深圳、墨尔本。 而中国内地则有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青岛、天津、成都、

杭州、大连九座城市进入榜单。

2007年3月，Z/Yen集团发布了第一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1），持续对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竞争力评估和排

名。2016年7月起，综研院与Z/Yen共同开

展金融中心合作研究、 联合发布全球金

融中心指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于每年3

月和9月分别更新一次，持续受到全球金

融界的广泛关注， 为政策研究和投资决

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持续发力冲刺国际金融中心
（上接第一版）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上

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645.8万亿元 ，同

比增长15.2%， 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的

85%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 在沪金融

机构总数达到1605家，2018年新增68家。

在市场规模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上海在金融市场的结构

和产品上需要进一步丰富品种， 包括金

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在提升金融市

场的效率方面，除了融资之外，更要充分

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资产配置功能。在

集聚了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之后， 今后

的重点关注要放在运作效率和市场化机

制上， 而金融支持机构， 包括律师事务

所、会计事务所、评级公司则要同步提升

集聚的数量和质量。

今年1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行动计划（2018-2020年）》对外公布。 上

海的目标非常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成

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加速推进的科创

板这项改革任务，将带动资本市场各项基

础性制度更新、完善，在原有基础上提升

市场的包容度和运行效率，试点注册制也

会倒逼金融机构、金融支持机构专业能力

的提升。 可以说，这些正切中了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冲刺阶段的关键所在。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提升金融市场

功能、健全金融机构体系、聚焦国家发展

战略、扩大金融开放合作、优化金融发展

环境———我们期待着这座城市在 “五大

维度”持续发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