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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20年 11月 5日下午15时公开
拍卖：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经济开发区中心大道东侧面积为
35995.51m2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面积合计9695.91m2

的6套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儋国用（2007）第1573号、儋州房权证
马井字第00681号-00686号】及建筑物内16项海产品加工机器设备
（详单见评估报告），合计参考价：4151.35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
元。展示日期：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0年11月4日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0年11月4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
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
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账号：
1010854290001215.缴款用途处需填明：（2020）琼72执26号之一竞
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标的说明：1、房产、土地及机
器设备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不分割拍卖。此次房产、土地的评估价
值为3939.28万元，设备的评估价值为212.07万元，合计4151.35万
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买受人承担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标的目
前仍在被执行人控制当中，尚未腾空清场。法院不负责本次拍卖过户
的风险。2、儋国用（2007）第157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面积
41244.03m2，依据《土地面积及房屋位置测绘鉴定报告》，扣除被白马
井中心大道占用后剩余土地面积为35995.51m2，且被占用部分的补
偿儋州市政府暂不予研究。本次拍卖也仅是针对上述35995.51m2这
部分土地和地上6套房产，被白马井中心大道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包含
在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中，其权属情况因涉及补偿问题短期内不能明
确，因此仍归属被执行人。根据评估报告所述，机器设备为海产品加工
设备、冷库和供配电设备等，共计16项，低温冷藏库和供配电设备还
在使用中，其余处于闲置状况。3、上述不动产所述面积仅供参考，最终
以政府实际划分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为准。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15层 联系电话：
13707561158 68581985高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66118205林法官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72技拍委1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

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和《海南省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
作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精神，请2019年1月21日前安置地在海
南省，并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到原安置地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领取《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或扫描下列
二 维 码 、登 陆 http://tyt.hainan.gov.cn/twjr/0400/202010/
f8adb011864041dd9c1ba684eb7c2090.shtml下载，按要求填写后
携带以下材料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相应层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请。补缴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1月
30日。材料清单: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表等入伍证

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2.退出现役登记表
(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3.安置介绍信或办理自谋职业
审批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5. 相关缴费记录，2019 年 1月 21日前参加
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欠缴、断缴凭证。如
在多个地区参保的，还须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
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证。档案由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要提供第1、2项
材料。档案材料遗失的，可由原服役部队提供
退役命令。

关于解决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市县
省本级
海口市
龙华区
秀英区
琼山区
美兰区
三亚市

洋浦经济开发区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五指山市
东方市
定安县
屯昌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办公地点
海口市秀英大道2号军供家园一楼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一横路3号副楼5楼（金银洲宾馆院内）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9号区政府办公大楼1号楼209室
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号215室
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椰博路琼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区221室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1号区政府办公大楼3楼309室
三亚市腊尾路168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大厦1724办公室
儋州市中兴大道东段军休大楼6楼609室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汇集中办公区）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355号
万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窗口
五指山市通畅路市就业局大楼五楼503室
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南路西127号市退役军人之家一楼服务大厅
定安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楼
屯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澄迈县金江镇金马西路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9号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江大道58号县政府办公大楼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5号人力资源市场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椰林南干大道文明路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186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兴路原总工会四楼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国兴大道225号民政综合大楼

联系人
文巨为
苏国军
吴宗燏
王慧斌
陈圣日
林佳仪
李亚珠
羊有亮
刘卫鼎
潘艳

王辉若
陈学武
林鑫

林岩俊
李国研
陈方智
王森

王杰涛
吴美葵
田文华
张波
符圣

易玉龙
王小秋

办公电话
68660501 68660601

66759466
66569390
68659100
65877376
65373531

88227792 38852019 38852020
28821556
23800089
63231583
62835367
62139067
86622342
38931133
63828385
67818900
36961826
28355787
26698609
85522860
83326861
27715853
32921092
86235330

手机号码
13876081310
18089801523
18708968761
13707528335
17789895519
13876777189
13198931469
13907655698
19989104630
13976031733
18876762581
15501938365
18889970964
13976216631
18907636678
15008927911
13136071670
18308937865
18889971998
13707523049
18208956904
19989725355
13098940139
15109824292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社保接续工作办公地点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0HN015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盐灶一横街60号立天
公寓301房产，建筑面积为318.34平方米，挂牌价为1933915
元。公告期：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1月3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李女士 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0月2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815号

陈和英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地籍调查表》等相关材料
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新民东路67号，宗地四至为：东至邢爱映用地；南至谭小
琼用地；西至共用庭；北至邢爱映用地，土地总面积为16.75平
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陈和英。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2020年10月14日

(联系人：陈女士，电话:65360879)

广告·热线：66810888

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我省2020年度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接近尾声，为确保您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发放，请您于
2020年10月31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手续，对未完成年度认证手续的离退休人员我中心将于
2020年11月3日暂停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网上认证
（一）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

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
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二）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人社”APP，注
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
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3.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
（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
（一）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南政务便民服

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或网点，自助
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
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
进行认证。

三、书面认证
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到当地

中国驻国外使（领）馆开具纸质生存证明材料，并邮寄到养老金领
取地社保经办机构。

四、上门认证
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

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
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联系电话：65350360
特此通告。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离退休人员尽快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分立公告
根据2020年10月15日股东会决议，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以存续的形式分立，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为
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为198万元，新设立海南通用全康医药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102万元。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东及投资比例保持
不变。分立前公司的利润、债权、资产归存续公司所有，债务由存
续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45天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主张清偿债务或在公
司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并以书面的形
式函告。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分立后将按照
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邢诒辉；电话：17789787611；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大道20号鹏晖国际大厦22楼B

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

本院将于2020年11月30日10时至2020年12月1日10时止
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海南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海口宝景度假花园的350房、427房、428房、438房、441房、528房、
537房、538房、637 房、1008房。350房起拍价:1900000元，保证
金:200000元，增价幅度: 3000元;427房起拍价:800000元，保证
金:8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428房起拍价:800000元，保证金:
8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438房起拍价:1100000元，保证金:
11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441房起拍价:1600000元，保证金:
160000元，增价幅度: 3000 元;528房起拍价:1400000元，保证
金:14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537房起拍价:1400000元，保证
金:14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538房起拍价:800000元，保证
金:8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637房起拍价:1900000元,保证

金:20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1008房起拍价: 4000000元，保
证金: 4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二、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因不符合
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咨询、展
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0年10月30日10时至2020年11月29
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
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四、特别提醒:拍卖标的物能否办证，
是否有欠缴物业、水电等费用均由买受人自行向物业了解。后续过
户中产生的买、卖双方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五、拍卖余款须在
拍卖成交后七个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六、对上述标的权属
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11月29日前与本院联系。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采矿权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红岩队—抱古
村矿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

备注：1、矿区范围坐标（大地2000坐标）G1:2036506.695，36629857.830……G21:2036665.996，36629759.142。具体坐标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第二章挂牌出让须知。2、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3、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收益，未竞得人交纳
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按原缴款账户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矿区地址

三亚市崖州区红岩队—
抱古村矿区

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4577.96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938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195.71

出让年限
（年）

2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2215.6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2215.68

开采标高（m）

+190至+50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不能联
合申请。本公告截止之日，竞买企业注册资本
不得少于5亿元人民币。若竞买申请人为非
三亚市注册登记的企业，在竞得采矿权后，必
须于2个月内在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
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项目开发公司，并
以该公司名义办理采矿权出让与登记发证手
续。新成立公司必须是竞得人的全资子公司，
即新项目开发公司的100%股权是竞买人所
持有。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不得申
请竞买。3、须按要求提交《挂牌出让竞买承诺
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4、须按要求
缴纳竞买保证金。5、竞得人须接受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的有关该采矿权设置的
技术要求以及所开展的前期技术工作，并支付
相关费用。6、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1、有意竞买者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一楼土地矿产交易窗口查询和获取《三亚市崖
州区红岩队—抱古村矿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
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
请参加竞买。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
口头竞买申请。2、竞买申请时间：2020年10
月21日上午8:30至2020年11月18日下午
16:30（北京时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
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20年
11月19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11月20日上

午8:30;2、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2月4日
上午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
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4、
挂牌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
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采矿

权出让的技术资料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
形态、储量、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竞
买人在竞买前应认真了解相关情况，阅读相关
资料，并到现场踏勘，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旦
参与竞买，即视为对采矿权出让的技术资料已
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全部的风险责任。2、竞
得人取得采矿权后须上马机制砂生产设备，生
产的机制砂须占开采资源储量的20%（即40
万立方米/年）。3、挂牌出让成交后，涉及到林
业的事项，由竞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涉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有关
事项，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办理，
但相关费用由竞得人承担；采矿区、加工区、办
公生活区及排土场的土地、青苗、地上附着物
等尚未征收，土地租赁存在一定的风险，竞得
人须自行解决土地租赁使用手续；矿区道路、
供电、供水等设施由竞得人自行协调解决并承

担责任。4、竞得人应于挂牌成交之日起九个
月内投产形成产能，否则视为违约，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可取消受让人资格，收回采矿
权，挂牌服务费不予退还。竞得人已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和采矿权出让金在扣减竞买保证金
的30%作为违约金后，剩余款项在5个工作日
内按原缴款账户予以退还，不计利息。5、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10月28日
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
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三亚市吉
阳区河东路182号 (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
话：88266640 13876668832)。6、本次挂牌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对交易采矿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对本次采矿权出让存有异议的，应在竞买

申请截止日3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方式提出（以
收到为限），对采矿权的异议向三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提出，对交易程序的异议向海南省
矿业权交易中心提出。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88266640 65236087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 陈女士 杨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20年10月21日

三亚市崖州区红岩队—抱古村矿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三亚市崖州区红岩队—抱古村矿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海
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流信用社与被执行人麦
学军、刘玫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刘玫名下位于海口市明
珠路2号置地花园7#第19层19D房（HK049993）。定于2020年12
月7日10时至2020年12月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该房进行公开拍
卖（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3）。与本案拍卖
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请于拍卖前五个
工作日向本院书面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优先购买权人须经法院确认
资格后方能竞买，逾期不提交证明资料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
公告刊登满 5日即视为已通知各方当事人。特此公告。电话：
18689699181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296号之一

量子互联网会取代传统互联网吗

信息搜索、收
发邮件、视频会议
……我们的日常生
活已经与互联网密
不可分。距离互联
网的前身、美国军
方组建的“阿帕网”
诞生已逾半个世
纪，量子互联网这
一新兴技术名词最
近又频频出现在美
欧科技战略规划
中。它将给当下互
联互通的世界带来
哪些颠覆性变化？
未来是否有取代传
统互联网的可能？

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叠加了“量
子”概念，究竟与传统互联网有何不同？

简单来说，量子互联网利用了量子物
理学的独特原理，与今天使用的传统互联
网有本质差异。相关专家认为，可将量子
互联网视为由多个量子计算机或其他量
子器件组成的广大网络，核心功能是能完
全实现任意节点之间的量子信息传递，从

而开启全量子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这里还需打破一个误解，量子互联

网与传统互联网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
关系。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团
队曾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一篇关于
量子互联网的综述。综述称，量子互联
网将和人们今天使用的经典互联网协
同发展，通过连接量子信息处理器，可

获得经典信息处理器无法具备的能力。
百度研究院量子计算研究所所长段

润尧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量子
互联网在传输速度、信道容量以及安全性
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可进一步提升传统
互联网在这些方面的性能。此外，传统互
联网作为经典通信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
将持续在量子互联网时代扮演关键角色。

量子互联网最核心的技术基础还
是高可靠的量子通信，即构建足够高质
量的量子通信信道来实现量子信息的
高保真度长程传输。正如目前广泛使
用的传统互联网需要路由器、交换机等
基础设施，量子互联网的实现也需要量
子中继器、量子路由器、量子存储器等
核心技术器件。

相关专家认为，从现在到今后约5至
7年内，量子互联网的主要应用是量子通
信技术对传统互联网的“赋能”，集中在国
家安全、金融安全及其他高度依赖安全通
信的领域。段润尧说，这方面的代表性技
术还是量子密钥分发（QKD）。之后，随着
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计算等技术的逐步

完善，量子云服务会日益普遍，普通用户
也可使用远程的大规模量子计算机。

此外，利用量子互联网还有望实现
全新传感技术，在军事国防中有较大应
用潜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
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尹璋琦介绍，量子互
联网能够带来传感灵敏度的极大提

升。例如，利用量子网络所实现的时间
基准一旦用于北斗全球定位系统，将会
极大提升其授时、定位精度与安全性。

不过，段润尧估计，要实现全联通的
大规模量子通信需10年以上，这高度依
赖量子计算的实际进展。由于我们对量
子计算的能力和应用还有待认识，到那时

量子互联网的应用就更需“大胆想象”。
比如，或许可以远程实现医疗样本的高
精度采样和传递，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
除医疗资源等在物理空间上的分布限
制。另一潜在应用是将通信网络的范围
扩展到地球之外的太空，借助量子计算
和量子通信技术揭开宇宙更多的奥秘。

美国和欧洲已意识到了量子互联
网的上述重大战略意义，率先在政府层
面出台了相关规划。

欧盟“量子旗舰计划”官网今年3月
发布《战略研究议程》报告。报告称，未
来3年将推动建设欧洲范围的量子通信

网络，完善和扩展现有数字基础设施，为
未来的量子互联网发展奠定基础。

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公布了量子互
联网发展的战略蓝图，提出要确保美国
处于全球量子竞赛的前列，引领通信新
时代。美国能源部下属各国家实验室、

大学及工业界人士今年2月在纽约制定
了这份战略蓝图，内容包括要完成的核
心研究、工程和设计瓶颈以及近期要达
成的目标。能源部下属的17个国家实验
室将联网成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骨干
网，然后逐渐加入大学、私营企业等。

尹璋琦说，这份路线图是美国国家
量子战略的产物。“在美国政府看来，量子
互联网实现的意义与1969年美国国防部
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资助实现的全
球首个网络‘阿帕网’是可以比拟的。”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彭茜）

美国为何
在月球建4G网络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王钊）美国
航天局近日宣布，将与芬兰诺基亚公司在月球
上合作开发第一个4G通信网络。依据合同，美
航天局将为该项目拨款1410万美元，诺基亚提
供相关设备，该4G网络有望在2022年下半年
部署。

在月球上建立4G网络是美航天局“阿耳忒
弥斯”计划的一部分。“阿耳忒弥斯”名字取自
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是美国制定的重返月
球计划，旨在2024年将首名女宇航员和1名男
宇航员送上月球，并于2028年在月球上建立可
持续落脚点，使其最终成为人类登陆火星的“中
转站”。

在月球建设4G网络对“阿耳忒弥斯”计划的
实施有何重要意义？

据美航天局近日发布的公告，与现有4G标

准相比，与诺基亚合作开发的4G通信系统将能

提供更远距离、更快速度的月面通信，具有更高

的可靠性。这一系统能够支持月球着陆器、月球

车、栖息地和宇航员之间的通信，以方便宇航员

传输数据、远程控制月球车、即时导航、语音或

视频通话等。

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经过
特殊设计，他们开发的4G网络能够承受太空的
极端温度、辐射和真空条件，以及在月球表面发射
和降落期间产生的巨大震动影响。

不仅如此，诺基亚在一份公报中指出，4G网
络对于人类在月球表面的长期存在至关重要。
据悉，诺基亚还计划在月球上搭建5G网络。

量子互联网会取代传统互联网吗

量子互联网未来应用前景如何

美欧加紧布局量子互联网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