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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
者吴月辉）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
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大
学相关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团队
在超冷原子量子模拟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中国科大—北大联合团
队在国际上首次理论提出并实验
实现超冷原子二维自旋轨道耦合
的人工合成，测定了由自旋轨道
耦合导致的新奇拓扑量子物性。
这一关键突破将对新奇拓扑量子
物态的研究带来重大影响，进而
推动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深入理
解。该合作成果以研究长文的形
式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科学》上。由于该工作

“对研究超越传统凝聚态物理的
奇异现象具有重大潜力”，《科
学》杂志在同期的观点栏目专门
配发了评论文章。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院士介绍，自旋轨道耦合是量子
物理学中基本的物理效应，它在
多种基本物理现象和新奇量子物
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产生了自
旋电子学、拓扑绝缘体、拓扑超导体等当前凝聚态
物理中最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然而，由于普遍存
在难以控制的复杂环境，很多重要的新奇物理难以
在固体材料中进行精确研究，给相关科研工作带来
很大挑战。

“随着超冷原子物理量子模拟领域的重大发展，
科学家们发现在超冷原子中能够实现人工自旋轨道
耦合。”北京大学教授刘雄军说，“冷原子有环境干
净、高度可控等重要特性。在过去5年里，一维人工
自旋轨道耦合已在实验上实现，并取得一系列成
果。但探索广泛深刻的新型拓扑量子物态须获得二
维以上的自旋轨道耦合，而在超冷原子中实现高维
自旋轨道耦合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问题，难度很大，国际上多个团队均为此付出许多
努力。”

为解决这一根本困难，北京大学刘雄军理论小
组提出了所谓的拉曼光晶格量子系统。发现基于该
系统，不仅可完好地实现二维人工自旋轨道耦合，
并能得到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拓扑超流等深刻的
基本物理效应。基于该理论方案，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潘建伟、陈帅和邓友金等组成的实验小组在经过
多年艰苦努力发展起来的超精密激光和磁场调控技
术的基础上，成功地构造了拉曼光晶格量子系统，
合成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

“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合成的自旋轨道耦合和
能带拓扑具有高度可调控性。该工作将对冷原子和
凝聚态物理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工作可研究
全新的拓扑物理，包括固体系统中难以观察到的玻
色子拓扑效应等，从而为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开辟了
一条新道路。这项工作表明我国在超冷原子量子模
拟相关研究方向已走在国际最前列。”潘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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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了 《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促
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
口举家进城落户，是全面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
口的内在要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

任务，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方案》强调，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统筹
设计、协同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等原则，以人的城
镇化为核心，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体制机制改
革为动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政、土
地、社保等配套政策，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持久强劲动力，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方案》提出了推进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的主要目标：“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
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
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

《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推进1亿非户籍
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具体举措。

一是进一步拓宽落户通道。除极少数超大

城市外，全面放宽升学和参军进城的农村学
生、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
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的落户条件，省会及以下城
市要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等技能型群体落户限
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分类制定落户政
策，大中城市要减少落户限制。

二是制定实施配套政策。加大对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较多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补助机制，建立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
量挂钩机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制
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
机制，确保落户后在住房保障、基本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义务教育等同城同待遇，推进
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

三是强化监测检查。健全落户统计体系，
强化专项检查和政策效果，将非户籍人口在城
市落户情况和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情况纳入国家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范围。

国务院出台改善民生重要举措

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
国务院出台改善民生重要举措

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1日致信祝贺中国—欧盟
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国和欧
盟都是当今世界重要力量。深化中欧
合作，符合中欧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有助于欧盟保持团结、稳定与繁
荣，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经济复苏
增长。

李克强指出，教育承载着我们共
同的未来。中欧教育合作传统悠久、
基础深厚、前景广阔，正有力助推人

文交流成为中欧关系愈加坚实的“第
三支柱”。双方顺应这一潮流，在中
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框架下，
首次召开教育部长会议，进行面对
面、全方位交流，必将促进中国与欧
盟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耕耘中欧
关系希望的田野。

李克强希望与会代表充分发掘中
欧教育交流合作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为更好服务中欧经济社会发展，构筑
更加紧密持久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向中国—欧盟国家
教 育 部 长 会 议 致 贺 信

据新华社金边10月10日电（记
者薛磊、张艳芳） 习近平主席对柬埔
寨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柬媒体交流
活动10日在金边举办。

中柬十余家主流媒体代表出席座
谈会，围绕加强新闻合作和新媒体发
展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双方代表在

发言中表示，两国媒体将密切合作，
共同做好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的报
道，并以此为契机把中柬媒体交流合
作提升到新水平，为搭建两国交流互
鉴的桥梁和纽带作出贡献。与会媒体
代表还分别介绍了各自媒体情况，并
就深化中柬媒体合作提出建议。

中柬媒体交流活动在金边举行

10 月 11 日，第 13 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省
长春市开幕，本届电影节
期间将举办“金鹿奖”华
语故事片评奖、影片展
映、电影论坛等系列活
动。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
于 1992 年，是我国第一
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
影节。

图为观众在开幕式现
场观看表演。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长春电影节长春电影节
开幕开幕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卢
晓琳）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今
天就有关对我维和部队指责答记者
问。

有记者问，据外媒报道，总部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冲
突中的平民”中心近日发表了一份
关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对7月份南苏
丹首都朱巴大规模冲突事件的报
告，其中有关内容对中国驻南苏丹
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时的表现提出指
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杨宇军表示，报告对中国维和
部队的指责根本不符合事实，纯属
恶意炒作。

7 月 11 日，南苏丹国内冲突双
方动用了武装直升机、坦克、步战
车等重武器，在联合国营地附近发
生激烈交火。由于冲突双方交火时
部分流弹落入难民营内，导致部分
难民产生惊慌，冲破铁丝网进入联
合国营区。根据联南苏团指令，联
合国警察、尼泊尔防暴队和中国维
和步兵营部分兵力一起，尽力控制
局势，平抚难民情绪，并妥善安置。

目前，联合国正在对南苏丹冲
突期间维和部队表现进行调查，在
联合国的调查结果公布以前，任何
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维和人员莫
须有的指责都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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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冷原子量子模拟领域

中国科学家获重大突破

10月 11日，在北京举行的超冷原子量子模拟成果新闻发布会上，
论文第一通讯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介绍有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陈
劲松） 10月 13日，是第 27个国际减
灾日。日前，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减灾行
动》。

《行动》 指出，“十二五”时期
（2011—2015 年），我国各类自然灾
害多发频发，年均造成 3.1亿人次受
灾，因灾死亡失踪 1500 余人，紧急

转移安置900多万人次，倒塌房屋近
70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2700 多万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3800 多亿元。
与 2001－2010 年均值相比，“十二
五”时期中国年均因灾死亡失踪人
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倒塌房屋数
量、农作物受灾面积、直接经济损失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分 别 减 少
86.7%、22.6%、75.6%、38.8%、13.2%。

《行动》 指出，“十二五”时期，
我国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
完善灾害管理法律体系，把健全防灾
减灾救灾体制作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提高了各项工作的法治
化和规范化水平，形成了党中央国务
院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
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的灾害管理体制。

《“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减灾行动》发布
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00多亿元

《“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减灾行动》发布
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00多亿元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任
涛）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发起、葆婴
有限公司提供支持，旨在让更多中
国医生提高营养素养的“营养与疾
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

目，自 2013 年开展至今，使 12 个城
市的 2500 名医生受训。这是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陇德今天在该项目中期总结会上透
露的。

据悉，为向更多医务工作者传
递权威科学的营养保健知识，该项
目组还组织编写并出版 《营养与疾
病预防——医护人员读本》，汇聚
了中国 36 位临床及营养领域权威专
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自 2015 年底开
通至今，项目官微——“营养与疾
病预防”汇聚各级医务工作者超过
6.5 万人。

营养继续教育项目千名医生受训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腾冲海关猴桥口岸旅检现场
关员，在一辆入境的缅甸籍货车的储物箱内查获夹藏
的穿山甲壳和大象皮。

图为腾冲海关查获的象皮。
刘 军摄

腾冲查获走私动物制品

据悉，京沈高铁辽宁段架梁工程进入尾声、
轨道板铺设全面展开，铺轨作业也在同步进行当
中。

图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京沈高铁辽宁段铺轨京沈高铁辽宁段铺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