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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新基建”是近期热词之一。国家发改委

近日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

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

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

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

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在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

的‘新基建’主要领域中，第三代半导体均可

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

究中心沈波教授介绍道,第三代半导体即宽

禁带半导体，以碳化硅和氮化镓为代表，具备

高频、高效、高功率、耐高压、耐高温、抗辐射

能力强等优越性能，是支撑新一代移动通信、

新能源汽车、高速轨道列车、能源互联网等产

业自主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点核心材料

和电子元器件。

沈波解释说，相比于目前在功率半导体

领域依然占主流地位的传统硅基器件，第三

代半导体功率电子器件可使电子和电器设

备进一步高效化、小型化、智能化。例如，耐

高压、大电流、低损耗的碳化硅基功率电子

器件及模块，可大规模应用于智能电网、高

速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高效率、小

体积、中低压的氮化镓基功率电子器件及模

块，则可大规模应用于新一代通用电源，如

大数据中心、移动通信基站、物联网终端设

备的电源，以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

配器、无线快充电源等领域，具有巨大技术

优势和市场空间。

其中，第三代半导体射频电子器件在民

用和军用领域都已实现规模化应用。尤其

是，由于具备高频、高功率、大带宽的性能优

势，氮化镓射频电子器件和模块在 5G 移动通

信基站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

5G 建设提速，将触发对氮化镓射频电子器件

需求的快速增长。

放眼国际，2019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整体

处于低迷期，但第三代半导体技术、产品、市

场、投资均呈现较高增长态势，龙头企业纷

纷加强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布局，通过调

整业务领域，扩大产能供给，整合并购，增强

竞争能力。相比之下，我国第三代半导体功

率电子和射频电子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已初

步形成从材料、器件到应用的全产业链，但

整体技术水平还落后世界顶尖水平 3—5 年，

亟须突破材料、器件、封装及应用等环节的

核心关键技术和可靠性、一致性等工程化应

用问题。

“‘新基建’提速为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

业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国内市场对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需求快速提升，终端应

用企业也在调整供应链，扶持国内企业，此前

难以进入供应链的产业链上中游产品将获得

下游用户验证机会，进入多个关键厂商供应

链。”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发展战略联盟秘

书长于坤山说。

近日发布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发

展报告（2019年）》预测，2024年我国第三代半

导体电力电子器件应用市场规模将近 200 亿

元，未来 5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40%。

面对难得机遇，于坤山建议，我国第三代

半导体产业更应脚踏实地，行稳致远。“过去

几年政策资源大量倾斜，多地将第三代半导

体列为重点支持产业，多措并举招揽项目，也

造成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鉴于此，各地在

大力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还需关注协调、错

位发展，做好项目甄别，结合地方已有产业、

人才和资源优势，考虑财政承载力和政策成

本收益率，因地制宜配套政策。”

此外，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近两年市场高

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半导体产业自主化

的大力提倡所获得的资本进入，以及碳化硅、

氮化镓器件在新能源汽车、5G、数据中心等领

域的新应用，但当前经济下行导致消费电子、

汽车乃至工业电机等各类产品市场下滑，出

口受阻，下游需求萎缩，“行业应苦练内功，不

断提升产品性能和竞争力，深挖创新性应用，

在拓展增量市场的同时不断扩展在存量市场

的渗透率，促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良性、可持

续发展，同时还要面对‘为抢占先机超前投

入，但市场的启动往往低于预期’这一矛盾，

把握好产业发展的节奏。”于坤山强调。

助力“新基建”提速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需“错位发展”防泡沫
4月 20日召开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

会，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这包括信

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三个方面。其中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

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

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

施等。发布会还强调，要超前部署创新基

础设施。

“新基建”概念提出以来，其范围和建

设就备受关注。从目前圈定的范围来看，

“新基建”三个方面都与科技创新密切相

关，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尤其

是将创新基础设施明确列入范围，更是凸

显了科技创新在“新基建”中的特殊使命和

重要地位。

创新基础设施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休

戚相关。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来不

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投入更

多的资源，部署更好的设施。将创新基础

设施纳入新基建，具有鲜明的导向和指向，

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充分信任和殷切

期待。科技强国必须要有“杀手锏”，随着

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不少领域将出现“国

之重器”，在科技强国的征途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创新基础设施与现实需求高度吻合。

某些领域的科技创新不断步入“深水区”，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

前通过“县道”“乡道”就能跑起来的“创新

之车”，现在受“路面”所限，难以再行驶。

将创新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通过有针对

性地将“普通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普

通动力升级为“核动力”，可以满足现实需

求，为未来铺好路，搭好桥。

无论是从现实还是未来，将创新基础

设施纳入新基建范围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前沿科技探索、企业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

纳入了新基建的范围，是为了把创新

基础设施布局得更好。如何才能让它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依然是未来一项重要

的考验。

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要超前，必须要

认清未来科技革命的方向和重点，谨防不

考虑实际需求和客观环境条件的一哄而

上，否则可能会造成巨大浪费和巨大损失。

创新基础设施依然是新事物，不能照

搬原来的布局、建设、运行模式，需要不断

地创新理念，以包容审慎的态度，为创新基

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

期待创新基础设施能够借着“新基建”的东

风，在亟须领域、前瞻领域精心布局，形成

雁阵效应，涌现一批“镇国之宝”，让“科技

创新之车”高昂地行驶在“高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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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操秀英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连日来，青岛

市城阳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

抓”,积极服务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打好外资企

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组合拳”，重点推进

工业园区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达产，加强提

供政策咨询，组织劳动力就近就业，增强外商

投资信心。其中意大利投资的卡拉罗（中国）

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在谈的 3 个农机和工程机

械新项目，已经落实了 2个。从 2020年开始这

2 个新项目将在卡拉罗中国工厂按计划实施，

卡拉罗中国工厂表示再增加 1 个多亿元人民

币投资。截至 4月 21日，全区规模以上外资企

业复工率达 100%。

图为4月21日工人在青岛迪世亚制钢有
限公司车间里工作。 王海滨摄

青岛外企

加速复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当地时间 4

月 20 日，塞尔维亚政府委托华大基因设计建

造的贝尔格莱德“火眼”国家实验室落成仪

式在塞国家临床中心举行。塞总理布尔纳

比奇、卫生部长伦查尔、贝尔格莱德市市长

拉多伊契奇和中国驻塞大使陈波、中国政府

赴塞医疗队、华大基因赴塞工作组等为实验

室揭幕。

该实验室是欧洲首座由华大全方位承建

的“火眼”实验室，所有设备与试剂均从中国

发运，从 4 月 8 日签约到落成用了 12 天时间，

从 4 月 15 日首批设备抵达到落成仅用 5 天时

间。中塞双方将之命名为“火眼”病原分子检

测国家实验室（贝尔格莱德）。

4 月 8 日，塞尔维亚政府与华大签署合作

协议，委托华大建设两座“火眼”病毒检测实

验室。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实验室，由猛

犸基金会、腾讯公司和华大集团创始人向塞

政府捐赠核心设备；位于南部城市尼什的实

验室，由紫金矿业向塞政府捐资建设。建成

后合计检测能力达每天 3000份样本。

布尔纳比奇总理依次参观了实验室样

本 接 收 、试 剂 制 备 、核 酸 提 取 和 样 本 扩 增

室，观看了华大智造核酸提取自动化系统

MGISP-960 的运行演示，称赞其大幅提升

实验室自动化程度、大幅减少人员手工操

作，表示塞尔维亚拥有了最新技术，将大大

提升塞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助力塞方抗击

疫情。

布尔纳比奇感谢华大和各捐助方为塞

建成实验室，她说，塞目前每天检测能力为

3000 份样本左右，中方修建的两座实验室会

将塞全国检测能力提升一倍。对落实武契

奇总统提出的医疗卫生系统数字化改革都

是一件大事。

华大董事长汪建表示，很高兴为兄弟般

的塞尔维亚人民作出贡献，除病毒核酸检测

外，“火眼”实验室还可以升级以具备高通量

测序技术，愿帮助塞早日取得抗击疫情胜利。

据悉，揭幕仪式后，实验室将进行彻底消

毒、启动生物防护措施并开始内部测试，来自

塞全国各地的 40余名志愿实验员将很快进驻

并接受中方培训，预计将于 4 月 23 日开始接

收来自塞各地的检测样本。

12天，中国“火眼”实验室落地贝尔格莱德

4月22日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今年主题

是“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

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兼水生态环境司司

长张波说，2020年，生态环境部将更注重河湖

生态保护修复，“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

谐”成为“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追求的目标任务。

“近年来，水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越来越受

到重视。被列入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

战役的黑臭水体治理，就是对污染和破坏最

严重的水体最基本的治理、修复。”环境部生

态环境应急专家组专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宋永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水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最终目标是建立

“健康的水生态系统”。

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可从三方面来衡量，

即保持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

性，进而实现生态学功能的完整性。宋永会

解释说，物理完整性可理解为保持河湖水体

的自然状态，前些年有的地方对弯曲河流“截

弯取直”，对河湖堤岸和底部进行水泥硬化处

理，建“铜墙铁底”，破坏了物理完整性；化学

完整性可理解为水质要达标，溶解氧充足；生

物完整性可理解为水生态环境应具有生物多

样性，包括由动物、植物、底栖生物、浮游生物

等组成的完整生态链。

宋永会说，在国家重大重点科技研发计划

支持下，我国对水环境治理修复技术体系日趋

完善，技术应用效果日益显现。比如辽河是我

国七大河流之一，在持续控源减排、改善水质

的同时，注重河流生态建设，划定建立了辽河

保护区、大伙房水库水源保护区。基于“污染

控制—河道整治—湿地重建—河岸带修复—

水生态监测管理”思路，国家水专项辽河项目

全面支撑了辽河保护区538公里干流水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河滨带植被及其功能持续恢复。

明确了水生态完整性现状，研发了湿地网构建

技术、河道综合修复技术、生态恢复管理技术

等。100平方公里的辽河保护区综合示范区，

示范段水质达Ⅳ类标准，湿地面积达百万亩，

鱼类及鸟类种类恢复到30种以上。

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钼矿尾矿库

4号溢流井3月28日发生倾斜，泄漏出伴有尾矿

砂的污水253万立方米，进入松花江二级支流依

吉密河，这是我国近20多年来尾矿泄漏量最大、

应急处置难度最大的突发环境事件。宋永会是

环境部现场应急工作专家组组长，他说，本次污

染事故应急，实质上是将河流水生态环境从一

场“灾变”中“抢救”出来。采用了絮凝沉淀工艺

处理事故污水，筛选的聚丙烯酰胺、聚合硫酸铁

两种絮凝剂，都是饮用水处理使用药剂，控污净

水同时避免了二次污染。经 14天应急处理，4

月11日，呼兰河钼浓度全线达标，实现了“不让

超标污水进入松花江”的目标。

除环境突发事故带来的影响外，宋永会

说，目前制约我国水生态环境修复、恢复的主

要问题还包括污染物排放量过大，污染源控

制不到位；河湖水体生态空间被压缩，过度开

发建设侵占河滨湖滨缓冲带，降低水环境承

载力；治理修复技术及其应用不够科学和精

准等问题。

“水环境治理修复需从两方面继续发力，

一方面抓污染控制，减少对水环境的污染；另

一方面抓水生态环境修复，提高水环境承载

力，最终提高水生态环境质量，向着健康的水

生态系统方向不断迈进。”宋永会说:“落实科

学、精准、依法治污，治理修复水生态环境，人

与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一定会实

现。” （科技日报北京4月21日电）

世界地球日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精准治污 建立“健康的水生态系统”
本报记者 李 禾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1日电 （记者陈瑜）
中核集团 21 日发布消息，当地时间 21 日，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组织在法国举办

杜瓦底座移交仪式。至此，由中核集团牵头

的中法联合体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期开展杜

瓦底座接收及吊装准备工作，为“人造太阳”

核心设备后续安装工作全面开展创造有利条

件，也为全球核能在疫情挑战下“逆行”发展

增加了信心。

这是中国向核能高端市场迈出的实质性

步伐，将为我国深度参与聚变国际合作、自主

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聚变堆奠定坚实基础。

“人造太阳”是可控核聚变装置的俗称，

是全球核聚变人一代代接力奔跑，致力于照

亮人类未来的终极能源梦想。ITER 是规模

仅次于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

2019 年 9 月，中核集团牵头的中法联合体正

式 与 ITER 组 织 签 订 了 TAC1 安 装 合 同 。

TAC1 安装标段工程好比核电站核岛里的反

应堆、人体心脏，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工作

是安装杜瓦结构及杜瓦结构和真空容器之间

所有的系统。吊装安装杜瓦底座是该标段第

一个重要工程节点。

“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ITER

项目部总指挥、中核工程副总经理李强表示，

将严格按照业主标准和疫情防控要求，尽最

大努力实现杜瓦底座按期吊装。

据了解，杜瓦底座是托卡马克装置压力

容器的底座，承担着重要安全屏障作用，是托

卡马克装置安装的第一个重大组件，吊装重

量 1200 吨，设备最终就位偏差不超过 2mm，

吊装操作难度大、测量技术要求高，其安装精

度、进度都对主体结构及重要部件安装产生

重要影响。目前，来自中核集团中核工程欧

洲 公 司 、中 核 二 三 的 48 名 人 员 正 在 法 国

ITER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人造太阳开启“心脏”安装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1日电 （实习记

者代小佩）21 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恶意抢注商标严重违背诚实信用，扰乱

商标注册秩序和市场秩序，人民法院将进

一步畅通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的

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加强对恶意抢注商标

申请人、代理人及有关企业的监控，研究将

不诚信诉讼行为人纳入全国征信系统，形

成共建共治的威慑力。

林广海称，人民法院主要通过案件裁

判、司法政策、价值引领、案例指导以及共

建共治5个方面严格规制恶意抢注商标。

2019 年，人民法院审结一批恶意抢注

商标的案件。“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

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必须付出代

价，坚决维护商标法律秩序。”林广海称。

2017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商标注册法律适用标准。此

外，4月 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

强化了对恶意抢注商标的规制力度。

林广海称，要坚持“商标是为了使用，

不是为了炒卖”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抢注商

标，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保护，从恶意申

请到恶意转让，进行全链条治理，让恶意抢

注无利可图。他表示，往年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审结的“乔丹”商标争议案，以及今年

发布“奥普”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等典

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打击恶意抢注商

标的坚定态度和积极效果，让恶意抢注行

为知难而退。

最高法：严格规制恶意抢注商标
诚信建设万里行

科技日报重庆 4月 21日电 （记者雍
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知识产权合作

上将形成“一盘棋”。21 日，2019 年重庆市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

从会上获悉，两地将通过签订并执行《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共建西南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等举措促进双

方知识产权上的协调发展。

据介绍，2019 年重庆全年申请专利

67271 件，其中发明专利 20103 件，国际专

利（PCT）申请 162 件；授权专利 43870 件，

其中发明专利 6988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 10.46 件，增长 15.2%。有效商

标注册量达到 50.22万件，累计注册地理标

志商标 256 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累计

达到 299 件。全年登记作品 157692 件，同

比增长 82.65%。全年实现科技成果登记

1312项，科技成果评价 110项，技术合同登

记交易 3822 项，成交额 150.35 亿元，其中

涉及知识产权合同 1988 项，成交额 116.28

亿元。

针对推进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知

识产权合作，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李雷霆

介绍，目前，双方正准备签署相关协议，将在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线索移送、调查执行

协助、联合执法保护、结果互认互享等方面

进一步形成“一盘棋”，提升工作合力。

据了解，双方将在共同构建知识产权

大保护格局；共同推进高价值知识产权运

营；共同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共同创

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共同完善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共同培养知识产权人

才上进行合作。其中，川渝共同争取国家

知识产权局在成渝地区设立中国（西南）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促进高价值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和价值实现。

川渝将共建西南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祝华）4月 20日，

记者从雷琼世界地质公园获悉，为迎接第

51 个“世界地球日”到来，2020 年世界地球

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友好姊妹公园

互展互动”活动将于 4 月 22 日—28 日在全

国 12家知名公园同步举行。

参与本次活动的 10 家世界地质公园

及 2 家候选地质公园横跨全国东西南北，

地质地貌景观类型丰富多样，包含了丹霞

地貌、花岗岩地貌、砂岩峰林地貌、喀斯特

地貌等，将为公众带来一场科普盛宴。这

12 家公园分别是黄山世界地质公园、丹霞

山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庐

山世界地质公园、泰山世界地质公园、张家

界世界地质公园、三清山世界地质公园、雷

琼世界地质公园、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

园、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湘西地质公园和

龙岩地质公园。

全国12家地质公园互动互展科普地球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