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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泰国《曼谷邮报》7 月 20 日刊登
亚当·明特的署名文章，摘编如下：

最近在中国南方深圳的一次旅行
中，在地铁遇到了一名街头艺人，他面
前摆着两个小费罐。第一个装满硬币和
纸币，第二个则是一个贴着二维码的小
盒子，这个小盒子可以方便路人通过智
能手机扫码留下小费。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简直是又聪明又简便的方式———
去年中国的移动支付达到 5.5 万亿美
元，同时也可从中窥见未来。

在发展中国家，在消费者和企业
都希望实现无线金支付的情况下，二
维码正在击败苹果支付和其他品牌支
付服务。中国为这种转型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模式，而这个标准可能很快就
会被效仿。

二维码(QR 码)是 20 世纪 90 年
代由日本电装公司开发的，它看似不
太可能催生一场金融革命。因为传统
条形码所能存储的信息有限，不能得
顾客满意。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日本电
装公司提出了新的代码，读取信息时
可以比前一代代码快出 10 倍———
QR代表“快速反应”的意思。

这项技术首先在日本的汽车工业
中流行开来，利用它来跟踪库存。在
21 世纪初，日本消费者开始购买能够
读取该代码的手机，而市场营销人员
开始利用这些功能来推广网站和产
品。

很明显，二维码拥有更大的潜力。
腾讯公司在 2011 年发布了一款社交
媒体应用程序———微信，为用户提供
了个性化代码，可以用来交换联系信
息。当使用这个应用程序的内置钱包
时，它们也可以用于支付。通过该应用
程序转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
今年春节期间，微信用户通过虚拟

“红包”发送了 460 亿个现金红包。
这一成功解释了为什么二维码支付

会在新兴市场获得成功。首先，它不需要
信用卡，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很少有人有
信用卡。苹果支付和其他使用近场通讯
技术(NFC)的这类服务对许多消费者来
说并不划算(尽管苹果支付最近在市场上
进行了推广，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是
个位数)。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
小商人———餐馆、集市、街头艺人———几
乎没有理由负担昂贵的支付终端费用。

相比之下，微信支付只需要银行账
户和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上海的一家面
馆或深圳的一名街头艺人在收款时，需
要做的只是提供一个免费的微信账号和
一个打印好的二维码。在中国大部分地
区，几乎每一个收银机旁边都可以发现
这种代码。微信在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上
的份额从 2013 年的 3.3%增长到如今
的 40%。

其他国家也看到了这一潜力。去年，
万事达卡公司在非洲推出了二维码系
统，这个系统已经吸引了 10 万名尼日
利亚商人。今年 2 月，印度政府也推出
了印度版“二维码”，这是印度政府为刺
激无现金社会所做的最新努力。泰国对
此也保持着同样的热情。

但最 雄心勃勃的举 措或许是
EMVCo 上周公布的一项新行业标准，
此次二维码支付标准发布得到了维萨、
万事达卡公司等国际卡组织的积极响
应。这项由中国银联牵头的努力，将有效
地扩展中国的支付标准。

这将使该技术对消费者、商人和政
府更具吸引力。这有助于填补从中国深
圳到尼日利亚拉各斯地铁街头艺人的
“数字小费”罐。而这恰恰能使无现金社
会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那样来得更快。

中国青年网

各国效仿扫码付款
外媒称中国无现金生活或影响世界：

男子江边等朋友觉得无聊，两次
将共享单车扔入汉江。近日，湖北省武
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杨家河派出所民
警通过视频追踪，将破坏共享单车嫌
疑人抓获归案。

6 月 27 日清晨，武汉市公安局水
上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有 6 辆
共享单车被人扔进武汉市硚口区双厂
巷附近的汉江里。

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进行
勘查，发现 6 辆共享单车分属 3 家共
享单车公司。民警随后联系相关部门，
将 6 辆共享单车全部打捞上岸，擦拭
干净后摆放至码头闸口处，继续供市
民使用。

为加强案件侦破，武汉市公安局水
上分局由杨家河派出所、刑侦大队、治
安大队组成侦破专班开展前期侦查。

办案民警与相关共享单车公司进
行联系，调取了车辆的 GPS 信息并与
闸口码头视频监控跟踪分析，发现 6
月 27 日凌晨两点，一名 30 岁左右的
男子将上述共享单车扔进汉江。

正当办案民警沿着线索查找该嫌
疑人时，6 月 29 日，硚口区双厂巷的
汉江闸口接到群众报警称，又有人向
汉江里扔了 4辆共享单车。

通过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两次
向汉江扔共享单车的是同一个人；但
第二次作案之后，该男子骑电动车离

开码头，身后还带着一名身穿白色短袖
上衣的女性。民警将其体貌特征收集后，
在江滩走访调查。一名江滩工作人员认
识视频中坐在嫌疑男子电动车后座的女
性。

民警找到这名女性后发现，她跟扔
车嫌疑人鲁某并不是很熟，他们是通过
微信摇一摇认识的，相互间只是简单的
了解，鲁某也就是经常晚上在江滩等候
这名女性下班然后一起在江滩游玩之后
就各自回家。

7 月 9 日晚，根据民警掌握的线索，
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杨家河所民警在
硚口区双厂巷汉江江滩闸口附近进行布
控，终将扔车嫌疑人抓获。

经审查，往汉江里面扔共享单车的
男青年姓鲁，其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了
前述女性，平时接触不多，鲁某经常晚上
20 时许在汉江江滩等候女子下班后两
人一起夜游江滩。有时由于等待女子时
间过于漫长，鲁某觉得无聊，进入江滩就
看到一堆共享单车，越看越不顺眼，就在
6 月 27 日将 6 辆共享单车逐个扔进江
里，6 月 29 日，鲁某看到第一次扔进江
里的单车被打捞起来后，又将其中的 4
辆逐个扔向江里。

鉴于被扔车辆损毁情况轻微，仍可
继续使用，民警根据鲁某违法情节，以寻
衅滋事对其处于行政拘留十四天。

法制日报

男子江边等人无聊将十辆共享单车投江中 被行拘 14日

央行 7 月 21 日发布的今年上半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6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 114.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增速比上季末高 0.5 个百分
点；上半年增加 7.97 万亿元，同比多
增 4362 亿元。其中最受各界关注的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回落，个人住房
贷款环比续降 4.9 个百分点。

6 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29.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增速
比上季末低 1.9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3.04 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的
38.1%，比一季度占比低 2.3个百分点。
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0.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0.8%，增速比上季末低 4.9
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个人住房贷
款增速较去年末低1.1个百分点。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称表
示，6 月份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平均
合同期限为 269 个月，比上年 12 月
份缩短了两个月。此外，个人住房贷款
抵借比率降低。今年 6 月份，金融机
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平均抵借比，也
就是当月批准的抵押贷款金额与抵押
品价值之比为 59.3%，比上年 12 月份
低 2.1 个百分点。

阮健弘介绍，房地产信贷增长势
头回落，个人住房贷款抵借比率和期
限均有所下降，这些变化有利于抑制

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从期限
看，6 月末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短期
贷款及票据融资余额 33.07 万亿元，同
比下降 0.3%，降幅比上季末扩大 0.9 个
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1003 亿元，同比少
增 1.46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 43.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增速比上季末
高 2.4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4.15 万亿
元，同比多增 1.7 万亿元。从用途看，6
月末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固定资产贷
款余额 33.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增速比上季末高 2.4 个百分点；经营性
贷款余额 3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上季末高 2.4 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企业中长期贷款较
快增长，表明更多的信贷资源开始流向
实体经济，同时也印证了引导资金脱虚
向实的努力开始见效。

报告还显示，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加
速增长。6月末，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 8.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增速
比上季末高 1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3285 亿元，同比多增 2193 亿元。其中，
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7.12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1%，增速比上季末高 1.2 个百
分点；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9249 亿
元，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季末低 0.5
个百分点。 证券日报

央行：上半年个人房贷环比续降 4.9 个百分点

高温酷暑，迎峰度夏电力需求大
增。大家可曾想到，你们家用的电，有
近 30%是从一块块光伏板、一片片风
机叶上等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统
计显示，2016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可
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贡献了全球
可再生能源产量增长的 40%以上。其
背后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的不懈努力，在绿色能源时代展现了
中国担当。

5 个“世界第一”勾勒中国能源
绿色图景

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全球能源世界中，中国很多项目
位居榜首，而这些“世界第一”勾勒出
中国能源生产的绿色图景。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消费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
源投资国。

———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
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中国核电在建规模居世界第
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生产和消费国。

当前，我国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
产量正在削减，但可再生能源生产健
步如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等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煤
炭产量同比下降 9.4%；原油产量同比
下降 7.3%; 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69%;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 29.4%。

1952 年开始发布的《BP 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被认为是全球能源世界
的重要观察者。最新一期年鉴显示，
2016 年，中国（大陆）可再生能源消
费量 86.1 百万吨油当量，同比增长
33.4%，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
20.5%，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消
费国。

BP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

说, 中国正引领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
速发展。2016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可再
生能源增长的 41%, 超过经合组织的
总增量。最近 10 年间，中国可再生能
源消费量的全球占比由 2%提升至
20.5%。

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天生具
有不稳定性。“在可再生能源生产快速
发展的同时，中国驾驭和使用清洁能源
的能力也走在世界前列。”甘肃风电技
术中心主任汪宁渤说。在河西走廊，中国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千万千瓦级新能源
集群控制系统示范工程，有效提高了风
光电并网运行控制技术水平和消纳能
力。这项成果入选 2016 年中美气候峰
会成果展。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重要地
位，还体现在标准制定上。今年 2月，天
合光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光伏领
域一项新标准提案已正式发布。

项目负责人、常州天合光能公司高
级主管肖桃云说，以前国际光伏产业标
准制定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如今，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将逐
渐成长为全球光伏行业的创新引领者。

绿色清洁能源，就在你我身边
黑、大、粗，是长期以来能源留给人

们的印象。然而，科技进步使得水能、太
阳能、风能这些清洁能源，越来越深入走
进我们的生活。

———绿色能源，让我们的城市天更
蓝、空气更清新。统计显示，如今我国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
发电。清洁能源在电力装机总比例中占
比已超过三分之一。

在东海，海风吹着风机快速旋转。自
2010 年 6月并网发电以来，位于上海浦
东的东海大桥风电场已运行７ 年，累计
发电量超过 21亿千瓦时。

上海东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任浩瀚说，我国海上风资源远比陆上
资源丰富。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海上风

电示范工程，东海大桥风电场二期工程
与相同发电量的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
节约标煤 7.7 万吨。

———绿色能源，帮助中西部将“风”
“光”资源转化为绿色财富。随着分布式
能源应用推广，在荒漠、农田、牧场、鱼塘
……太阳能光伏电站大力推广，荒漠戈
壁里的无人区也可以变成能发电的“金
山”。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一座座巨大
“风车”挥动着臂膀，将风能转变成电能
传送上网。内蒙古是我国风能、日照的富
集区，得益于绿色能源发展，“蒙电”源
源不断外送。

随着应用模式不断创新，清洁能源
的“人情味”越来越浓。甘肃通渭县马营
镇村民刘军伟没想到，家门口的光伏板
每年能给家里带来 3000 元的收入。当
地政府实施的光伏扶贫项目，让贫困群
体不仅能够使用清洁能源，还能从中获
益。

随着技术进步，清洁能源在经济上
的可行性越来越高。近 5 年，全球风电
设备和光伏组件的价格分别下降了
20%和 80%，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具
备和化石能源竞争的能力。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风电项目电价可与
当地燃煤发电同台竞争，光伏项目电价
可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

“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最终靠的是
经济性和竞争力。”国家能源局监管总
监李冶表示，目前中国的新能源装备制
造技术和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光伏、风
电、储能等领域的规模发展和技术创新
大幅降低了新能源成本，进一步提高了
新能源市场竞争力。

体现中国担当 贡献中国智慧
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全球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展绿色能源，体现了中国
的担当。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并签署了《巴

黎协定》，是最早通过立法程序认定《巴
黎协定》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向联合
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别方案的国家之
一。

中国提出，将于 2030 年左右使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比 2005 年下降 60%至 65%，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
右。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和太
阳能光伏领域的领先地位和持续投入，
无疑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BP能源年鉴显示，2016 年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同比增长 0.1%，而中国碳排放
同比下降了 0.7%。

戴思攀说，中国碳排放过去两年已
经有所下降，这种趋势将是一种长期的、
结构性的变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周大地说，当前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已越
过峰值，呈现下降趋势。非化石能源在中
国已进入商业化规模发展阶段，单位成
本迅速下降。

在推进国内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同
时，中国积极向外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很多国家因此受惠。

今年 3 月，晶科能源中标了阿布
扎比的一个太阳能发电项目。阿布扎
比水电局局长阿卜杜拉·哈巴比说：
“该项目一旦建成，不但会成为世界单
体最大的光伏电站，且上网电价将成
为太阳能行业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之
一。”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说，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中国可以帮助沿
线国家和地区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利用
体系。例如，中国正在推进的光伏扶贫模
式，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的无
电力区推广，不仅能增加当地的电力供
应，还能够给用户带来收益。

新华社

绿色能源时代的中国担当

一部其貌不扬的黑色电话，出现
在济南市多个单位的业务部门。在检
察院系统，对一些贪腐案件调查进行
信息沟通时，通过它可以保证信息安
全性，不存在泄露或窃听；一些政府部
门在政务信息的沟通中，通过它可以
做好机要信息安全保护……

随着中国首个商用量子通信专
网———济南党政机关量子通信专网
（下称济南专网）完成第一阶段测试，
上述场景不再神秘。因为在济南数百
平方公里内的近 30 个党政部门，将
依靠这个专网进行保密通信。更深层
的意义在于，以保密性和安全性为标
签的量子通信，终于迈出了商业化的
一步。

“这并不是容易的一步。”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量子技术
与应用研究中心周飞博士坦言，在先
后啃下技术、工程化两大“硬骨头”之
后，量子通信迎来第三块“硬骨头”
———投入巨大的量子通信专网能否告
别政府给养，在市场中形成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

周飞说，“一切都在探索之中。”
饮“鸩”不怕 甘之如饴

“有一口井，大家都想喝到其中
甘甜的井水，但是不幸的是，这井里混
合了一种毒液，必须把毒液蒸馏掉才
能尽情饮用健康的井水。那么问题来
了：蒸馏掉多少合适呢？”清华大学教
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向斌
这个有趣的比喻，指向了量子通信在
工程化之前遇到的第一块“硬骨头”。

自人类使用语言以来，通过密钥
给信息加密的技术就伴随着通信需求
而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科学
家已经将量子密钥分配技术作为一种

不可破解的密钥共享方案，进行了深入
研究。周飞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我们现
在的量子通信运用单光子的编码传输。
问题在于，绝对的单光子传输足够安全，
但现实应用还没有完美成熟的理想单光
子源。我们只能用准单光子传输（非理
想的单光子），非单光子就是多光子，就
有可能受到光子分束的攻击。这种攻击
会使得其安全性降低。

在这里，单光子成分就是研究人员
需要的“甘甜的井水”，多光子成分就是
“致命的毒液”，该“蒸馏”掉多少“致
命的毒液”？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个好办
法：通过诱骗态方法来解决准单光子传
输的安全问题。

“简单来说，诱骗态方法是在真的
信号中掺杂一些假的信号，通过假的信
号来判断是否有人在窃听和分析真信号
的安全成码率。”周飞说。2005年，王向
斌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开广、
马雄峰、陈凯团队分别独立提出了一个
实用化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方案，很好
的解决了准单光子传输的安全漏洞问
题。

在周飞看来，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
方案的攻关是解决量子通信工程化之前
的一个最重要难题，但真正实用化还远
远不止这一个难题。得益于中国科大潘
建伟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向斌教授两名在
量子技术实验和理论方面的顶尖人物的
参与和指引，到 2013 年底，大部分量子
通信技术方面的“拦路虎”都已被扫除。

但接下来，在工程化上的重重关卡
并不比技术难度小。

身心“鲁棒”稳如泰山
“鲁棒”是 Robust 的音译，意指

“健壮和强壮”。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
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说，计算机软件

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
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
该软件的“鲁棒性”。

就早期的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而
言，很多的专业设备所在地没有机房，没
有恒温、恒湿的条件，环境的温度或高、
或低，但服务器承受度有限，如何从工艺
上固化温度，解决设备自我稳定性问题
是工程师们面临的挑战。

只有圆珠笔截面大小，外表形似玻
璃的“铌酸锂波导芯片”是高效探测设
备的核心关键器件。周飞举例说，距离遥
远的两个城区之间进行单光子传输的时
候，它的光到达时非常微弱。科学家们需
要一种特殊的高效探测器，才能探测到
这些微弱的光。有了周飞同事们研发的
这种关

键器件，才能更清晰地“听懂”它们
说了啥。

得益于山东量子关键器件研发平
台，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被研制成功，标
志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家完全掌握“基
于逆向质子交换波导研制技术” 的国
家；同时，基于此波导，该院又成功研发
了世界室温下性能最优的通信波段单光
子探测器，也是世界上第一台封装成型
的商业产品样机。

实际上，从 2013 年底至济南专网
测试完成，科学家们一直在解决类似上
述工程技术问题，确保整个专网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稳定性、无人值守情况
下智能化的工作。

“解决了鲁棒性，专网设备对环境
的容忍性就更大了。”周飞说，“所以说
我们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研发，更在于工
程化应用。”

先找市长 再进市场
量子通信技术还未完全成熟？成本

过高？人才缺乏？在时代风口、国家政策、
资本包围的三重助力下，这些显然都不
是问题。

从技术到产品，济南专网测试完成
成为我国量子通信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从此它奔向商用领域。

这是时代的风口。大环境上，在美国
“斯诺登” 和黑客频频入侵等事件的影
响下，“无条件安全”的量子通信日益受
到重视。据业内专家估算，量子通信可应
用于专网、公众网、云安全等特殊应用领
域，未来 5 年左右量子通信市场规模预
计在 100亿左右。

而在市场化方面，一头扎入济南党
政机关市场精准发力，以此为跳板再进
入金融、能源、电力等领域，摸索商业模
式并推而广之，最终拥抱国内百亿市场
“蓝海”。先找市长，再进市场，是探路者
试水济南专网的深层打算。

作为国内目前少有的超前 “黑科
技”产业，量子通信正受到国家的大力
支持。比如，“十三五”规划意见稿明确
提到，“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航空
发动机、量子通信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
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
政策呵护之外，众多资本早已争先恐后
抢滩量子通信市场。正如中国上市公司
研究院研究员洪新星所言，不断加量的
行业催化剂已经给量子通信板块打了
“强心针”，国内外科研机构、政府和企
业布局踊跃。

正因为此，周飞更相信市场的力量：
即使现阶段量子通信尚未真正商业化，
但长远看来，“市长的归市长”、市场的
归市场，商业化大潮势不可挡。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一旦形成，大规模应用推广指
日可待。

科技日报

量子通信商业化，中国起跑了

7 月 20 日，四川成都，
汽车穿行在长满绿色植物
的桥墩间。该桥因桥墩下种
植了攀附力极强的植物“爬
山虎”，短短几年时间，桥墩
就 “穿上了一层绿衣”，二
环路也变成了绿色长廊，给
炎炎夏日带来丝丝凉意。

刘忠俊 摄

成都二环高架
穿“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