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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昆明1月9日电（记者赵汉斌 通

讯员陈艳）记者9日从云南天文台获悉，该台研

究人员依托我国最大的通用光学望远镜——丽

江天文观测站2.4米望远镜，通过观测耀变体准

同时性光谱变化及测光光变，开展了耀变体光

变与颜色变化的相关性研究。光谱和测光观测

都发现了变亮变蓝现象，并且颜色与亮度、颜色

变化率与亮度变化率之间强相关，颜色变化比

亮度变化超前。美国天文学会会刊《天体物理

学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最新研究成果。

耀变体是一类特殊的活动星系核，其相对

论喷流与视线夹角比较小。变亮变蓝是耀变

体中一种特殊的光变现象，在颜色星等图上表

现为一种相关性，被视为喷流激波模型的观测

证据，但此前的诸多研究观测，并未发现耀变

体有这种相关性或者只发现弱的相关性。

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云南

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封海成、刘洪涛研究员、白

金明研究员等人利用丽江 2.4米望远镜，成功

地对 TeV 伽马射线耀变体 S5 0716+714 进行

了 45次分光观测和 44次多波段测光观测。

他们研究发现这一耀变体的准同时性光

谱和测光光变都有变亮变蓝趋势。在亮度变

化率—颜色变化率图上，变亮变蓝的趋势更

为明显。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光谱指数变化

超前于流量密度变化，色指数变化超前于星

等变化。变亮变蓝的出现可能依赖于观测频

率范围相对于同步辐射峰值频率的位置，例

如观测频率范围在同步峰值频率的左侧。

另外经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包括数据预处

理、光谱和测光流量定标，以及光谱拟合，他们

还测得了相应物理量的时间序列，结果发现光

谱指数变化率、光谱流量密度变化率、流量密度

相对变化率、色指数变化率及星等变化率这些

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这些新发现，可让人们

更好地理解耀变体中的辐射机制及光变机制。

耀变体变亮变蓝现象获双重验证

充分认识区域协调发
展之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意义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党和国家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

务，而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则是我们

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

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

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

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不

久前召开的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加

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被列为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区域协调发展，

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打破区域

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要按照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的原则，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协同

发展的路子。

广东与广西山水相连、人文相通，两地间

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

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

域协调互动发展，粤桂两省区就积极探索省际

边界区域协调发展新途径，签署了《“十二五”

粤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在广西梧州市

与广东肇庆市交界区域共同设立产业合作示

范区的创造性构想，由此开启了粤桂、梧肇共

同建设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

区）的梦想之旅。自 2014 年正式启动建设以

来，试验区承载着“敢于创新、勇于拼搏、善于

协同”的粤桂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砥砺前行，

通过采用“两省区领导、市为主体、独立运营”

“统一规划、合作共建、利益共享”“东西部及两

广政策叠加、择优选用、先行先试”等创新模

式，抢抓发展新机遇，践行发展新理念，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气势磅礴的粤桂发展新速度。

取得如此的成绩，得益于广东、广西两地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有力的领导与推动，以

及试验区上上下下渴望发展的满满动力与创

新发展理念。粤桂合作，既是贯彻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广东省委

省政府、广西自治区委区政府共同落实中央区

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行动和重大战略任务，更是

深化两广合作的4个重大事项之一。广东省委

书记李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和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指示精

神，抓好广东产业优势与广西资源优势的精准

对接，建设好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建设试验

区既是落实广东省委“1+1+9”区域发展战略、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振兴粤东西北、实施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战略部署等重大

决策，也对肇庆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有着很

大的带动性和溢出效益，是一个双赢多赢的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任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鹿心社指出，广西坚持以习近平扶贫思想

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指示精神为引领，持续举全

区之力，坚决把脱贫攻坚抓紧抓实。除了靠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外，还需要更好发挥粤桂扶

贫协作的重要作用。鹿心社强调，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三大定位”新使

命和“五个扎实”新要求，要坚决实施开放发展

战略，形成“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格局，特别是把“东融”作为重要战略

方向，加强粤桂两省区互联互通，拓展合作平

台，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开展合

作。试验区承担着“全面对接大湾区、深度融

入珠三角、提升珠西经济带、建好广西东大门”

的历史使命，要主动担起重任，全面贯彻好两

省区给予的支持政策，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

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发展活力，促进产业

提质升级。 （下转第三版）

加强粤桂科技创新合作 共促特别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18 年的数据显示，40 年来，我国

共授予 10 多万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20

个国家的 118 位外籍专家和 2 个国际组织、1

个外国组织国际科技合作奖。1999年科技奖

励制度改革以来，共授予吴文俊、袁隆平等 31

位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始终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激励广大科技人

员在创新创业舞台上大显身手。”2019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前夕，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锐意改革、勇于创新。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科技奖持

续“瘦身”提质，不断完善提名、评审机制，促

进科技奖励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好中选优 精简数量
注重质量

1999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在增设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同

时，取消了三、四等奖，并大幅减少国家科技

奖数量——由原来每年奖励 800 项左右减少

到不超过 400项。

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家自然科

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总数从

不超过 400 项减为不超过 300 项，要求实行提

名制、建立定标定额的评审机制……

通过不断改革调整，三大奖数量减少

25%，科技进步奖数量减少超过 100 项，减幅

近 40%。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比例分别从过去的 10%、15%、75%，调整为

15%、25%、60%。

“减量是为了提质，突出国家科技奖励的

权威性和公信力，让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优

秀的科研人员、机构，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程

序遴选出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

展研究部研究员吕薇看来，此前确实存在奖

项分散、有人跑奖甚至拉票的问题，提高奖励

质量、优化奖励结构，也是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一贯秉持的初心。

强化责任 完善推荐提名制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修订草案）》，要将过去主要由

单位推荐改为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和机构等

均可提名，打破部门垄断，并强化提名责任。

早在 2016 年，自然科学奖就开展了以学

术机构和学科专家提名为主，省市和部门推

荐为辅的推荐提名试点。

2017 年公布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的方案》明确，改革现行由行政部门下达

推荐指标、科技人员申请报奖、推荐单位筛选

推荐的方式，实行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

关部门提名的制度，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

提名者承担推荐、答辩、异议答复等责任，并

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值得关注的是，提名制在 2017 年国家自

然科学奖试行后，2018 年在国家科技奖全面

实行。 （下转第三版）

国家科技奖励再升级：提质减量 完善推荐提名制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属于创

新者的时代。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

举行，这是党和人民对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褒

奖。我们向获得 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全

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

者致以崇高敬意！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已连续多年重奖科技

英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发展事业

的高度重视、对科技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多

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以奋进豪情砥砺创新，收获了一批重大创新

成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增进

民生福祉、助力扶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我国科技发展捷报

频传，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嫦娥四号在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

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 2”号首航南极、

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 商用加速

推出、全球首款类脑芯片面世、远距离双场量

子秘钥分发被首次验证……辉煌的成就离不

开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离不开

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和坚守。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

时光开启新的一年，历史又赋予创新者新

的使命。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

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这一年，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

期，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这一年，“十三五”规

划全面收官，我国将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转

型、高质量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守

正创新、登高望远，推动科技创新，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科技工作者们

总是把个人命运融入到时代发展与民族振兴

中：在“两弹一星”精神的图谱中、在新中国建

设的征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扶贫攻

坚战的第一线，处处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和闪

亮的功勋。

正因为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坚守，

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尊重科学、崇尚科学、投身

科学。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做到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勇攀高峰、敢为人

先，淡泊名利、潜心科学，方不负人民重托、无

愧伟大时代。

前路迢迢、任重道远，创新无止境、奋斗

无止境。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担起

新的重任、踏上新的征程！

不负人民重托 无愧伟大时代
——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之际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明

的进步。

当古老的东方民族跨越百年沧桑，科

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

因素。如何让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

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

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号角。

这是一颗巨变的“种子”，正以惊人的

速度不断“生长”。

从“嫦娥”探月到“长五”飞天，从“蛟

龙”入海到航母入列……中国以一系列创

新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创新高原之上

耸立起尖端科技高峰。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一

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自信宣示：让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观察大势、谋划
全局，作出创新驱动发展的
时代之选

当 2020 年的第一缕阳光播洒在伶仃

洋上，全长 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宛如一道

跨海长虹，蔚为壮观。

这片海，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科技的创

新传奇，亦铭记着百余年前中华民族永不

磨灭的耻辱记忆——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国的坚船利炮轰

开大门，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

模、领土幅员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

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

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

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

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回望中华民族这段苦难深重的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一语揭示出历史演进中蕴含

的深刻逻辑。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

2013年9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的课堂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搬到了中关

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学习主题。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几十年来高速行进的中国，此时到了

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经济总量已经跃

居世界第二，但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

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诸多全球性难题接踵而

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创

造性发展，强调的是创新的战略地位，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撬动作用’。”在中国科学院

院长白春礼眼中，正是这个“第一”的重大

判断，释放了创新活力。

新思想的光芒，照亮崭新的时代。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

一次次踏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

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走进张江科学城的展示厅，总书记希

冀科技工作者“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

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

踢好‘临门一脚’”；

在江西考察，总书记强调“技术创新是

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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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军 曹坤华

本报记者 刘 垠

最新发现与创新

左图 1月 8日在南京市宝塔公园
拍摄的大型灯组。

春节临近，江苏南京、南通等地华
灯璀璨，年味渐浓。

新华社发（方东旭摄）
下图 1 月 8 日，2020 年全国乡村

春晚集中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丽
水举行。这是演员在活动现场表演。

新华社发（雷宁摄）

在西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离开“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准备进入水中，
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2017年6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张灯结彩

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