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5日，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将我国新一代载人

飞船试验船送入近地轨道。火箭首飞成功背后，西安航天基地

“硬科技”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从“嫦娥奔月”到“太空漫步”，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

歇。在西安航天基地，众多航天领域的科研队伍不断刷新着科

技高度。

今年以来，西安航天基地抢占先机，在商业航天和新基建等

多项高科技发展方向上超前谋划，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

引起了广泛关注。

逐鹿“蓝海”
瞄准商业航天靶心

商业航天，向阳而生。2020 年 4 月，西安航天

基地出台系统性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专项政策

《支持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扶持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在 9个方面支持商业航天向更

高更深层次发展。

《办法》鼓励加大创新投

入，对商业航天企业研发投

入按照 20%的比例，最

高可获得 100 万元

的 补 贴 ；支

持 本

地产品采购配套，企业采购、配套使用西安航天基地内非关联商

业航天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补

贴；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商业航天企业自主研制的火箭、卫星

等产品需购买保险的（含第三者责任险和相关商业保险），给予

保险费用 30%的补贴，最高可达 500万元。

西安航天基地现已聚集星际荣耀、银河航天、丝路卫星管理运

营有限公司等30余家商业航天企业，涵盖火箭研制和商业卫星系

统、卫星测运控管理、卫星商业化应用等全产业链环节。在商业航

天这片“蓝海”，西安航天基地无疑已先声夺人，抢占了发展先机。

抢占高点
迎跑新基建风口

2019 年，西安航天基地全面启动“2.0 版”建设，抢抓机遇、加

快部署，连续送出多项支持政策。

今年 3月，西安航天基地出台了聚焦新基建专项政策，即《加

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政策》，对 5G 通信网络、大数据中

心、云平台建设、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新能源相关基础设施、人工

智能研发和产品创新等，制定了明确的扶持政策。

其中，“加快公共区域5G基站建设”方面，按年度5G基站建设

项目投资额30%，可享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加强工业互联网平

台培育引进”方面，从解决方案到获奖奖励，从落户到服务区内企

业，设置了3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不等的奖励。“加强智能制造

应用示范”方面，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化技术改造和智能工厂建设，

对总投资额超过 500万元的项目，单个项目每年最高可奖励 1000

万元；对获得国家、省、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标杆类的企业，分

别给予 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在“支

持企业拓展市场”方面，鼓励新基建企业参加各

类专业展会，支持企业参与其他区域、

省市新基建招投标项目，

单 个

项目中标金额达到500万元，按完成合同金额的3%给予奖励；鼓励

新基建企业上市，企业成功在境内主板、科创板、创业板、海外主要

交易所上市后，最高奖励1000万元。

深耕双创
酝酿“硬科技蝶变”

作为我国以航天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安

航天基地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科

研院所、人才和政策等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构建

开放的创新体系，在《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新修订）》

出台后，正在酝酿新一轮“硬科技蝶变”。

这项政策在“鼓励创办双创载体”方面，对大型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建立双创载体，按照最高 55 元/平方米·月的标

准给予场地费用补贴，单个载体连续 3 年可享受每年最高 1000

万元补贴。“促进孵化能力提升”方面，对不断健全孵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双创载体给予运营补贴，按照运营投入的 50%，每年最高

可达 300 万元。同时，在“鼓励创办双创企业”、支持企业做大规

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均有相应的扶持政策。

通过实实在在的体系化扶持政策，从科技创新到新兴产

业、从工业发展到多产业融合，西安航天基地针对企业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大中小不同层面的问题，努力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

双向融合发展，挖掘科技创新之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实现高

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西安航天基地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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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见鸟吃东西时，都

是整个儿吞咽下去的。这是因为它们没有牙

齿，所以省去了咀嚼的环节。但是你知道吗，

很早以前，鸟类也是有牙齿的。近日，我国科

学家就通过探究古鸟类牙齿的微结构，发现了

它们躲过6500万年前“大灭绝”事件的秘密。

或许不少人会问，是不是所有古鸟类都有

牙齿？鸟类的牙齿和它们的食性有着怎样的

关系？现代鸟类还会有一些类似牙的器官

吗？为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从化石记录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现在已

知的大部分中生代鸟类的上下颌都有牙齿。

2018 年 5 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

文，讲述了当时新发现的 4 块早期鸟类——

鱼鸟的化石。鱼鸟是一种类似燕鸥的海鸟，

翼展可达 60 厘米，生活在距今约 1 亿至 6600

万年前的北美地区。它就保留有尖锐的弯

曲齿。

此前，古生物学家曾在我国辽宁地区发

现一种长有古怪牙齿的鸟类化石。这种鸟类

学名为 Sulcavis geeorum，属于已经灭绝的反

鸟亚纲，它们身长只有十几厘米，体型与知更

鸟大小相似，生活在距今 1.21 亿至 1.25 亿年

前。Sulcavis geeorum 的牙齿有尖利的牙冠，

而且还保存有形成齿形脊的牙釉质。可能正

是因为有了坚固的齿形脊，这些鸟类才可以

咬开昆虫、螃蟹或者蜗牛的坚硬外壳。

“大多数完整的中国辽西鸟类化石都有

牙齿并且原位保存在齿骨以及上颌骨的齿槽

里，比如长翼鸟、会鸟、热河鸟以及燕鸟等，这

些鸟类覆盖了中生代鸟类的主要类群。”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志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但也并不是所有中生代鸟类都有牙齿，

比如辽西地区最早发现的也是数量最多的一

类基干鸟类——孔子鸟就没有牙齿，而具有

角质喙。

大部分中生代鸟类都有牙齿

在李志恒看来，古鸟类和小型兽脚类恐

龙具有共同的祖先，它们都具有牙列。

但古鸟类牙齿的数量比小型兽脚类恐龙

要少，形态和位置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像

肉食性恐龙那样长着满口锋利的“弯镰刀”。

比如属于基干鸟类的热河鸟，牙齿变小、数量

变少；而长翼鸟的牙齿虽然相对较弯曲，但是

仅在上下颌的最前端存在。

研究人员认为，鸟类牙齿退化的原因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食性的转变，从肉食性转为

杂食性，种子、果实以及昆虫都成了鸟类的

“盘中餐”。不用费力撕咬，牙齿就不再是鸟

类进食的必要器官。

“最近，我们对包括今鸟类、反鸟类、会鸟、

热河鸟在内的古鸟类牙齿的微结构进行对比

观察和研究，发现尽管简单的釉质层在早期古

鸟类中都有保留，但牙釉质与牙本质之间的多

孔罩牙本质层皆已消失。”李志恒说，多孔罩牙

本质层被认为是能够避免肉食性恐龙在掠食

过程中牙齿断裂的特殊避震保护结构，它的消

失意味着，鸟类的牙齿不再需要特殊的力学保

护结构，间接证实了当时的鸟类在饮食习惯方

面与肉食性恐龙产生了极大差异。

这说明鸟类牙齿在完全丢失之前，已经出

现了阶段性的牙齿部分退化现象，直到所有现

代鸟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仅仅具有角质喙，牙齿

消失成为了一个不变的特征被保留下来。

食性转变导致鸟类牙齿退化

到了现代，鸟类的牙齿全部消失。为

了 增 强 消 化 功 能 ，鸟 类 演 化 出 嗉 囊 和 肌

胃 ，食 物 先 在 嗉 囊 中 存 贮 并 慢 慢 软 化 ，再

经肌胃磨碎。

此外，为了弥补牙齿的功能，鸟类进化出

各种不同的喙。

没有牙齿没关系它们还有喙

为什么在漫长岁月中所有鸟类的牙齿都

丢了呢？

传统观点认为，鸟类牙齿的缺失与它们

适应飞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了牙齿，

鸟类的体重就会减轻，从而更利于飞行。

近年来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对这一问题提

出了新看法。2014年底，有学者分析了数百种

现生脊椎动物的基因序列，发现多个与牙齿形

成有关的基因在鸟类的基因组中都已丢失或

者只剩下了“假基因”（不完整的序列）。于是，

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鸟类没有牙齿是因为它

们与牙齿发育相关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到了 2017 年，首都师范大学的王烁研究

团队提出了启发性观点。他们认为，牙齿的

异时发育（后裔发育的时间和速率与祖先不

同而发生演化）退化才是导致早期鸟类牙齿

丢失的直接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鸟类是为了使它们

的雏鸟能够更快地从卵中孵化出来，才放弃

了牙齿。研究人员以长有牙齿的爬行动物作

为参照进行研究时发现，胚胎发育出牙齿的

过程可以占据全部孵化时间的 60%。因此主

动放弃牙齿，将会有助于提高鸟类的孵化成

功率，对种群的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

鸟类牙齿消失原因众说纷纭

从从““牙尖嘴利牙尖嘴利””到到““无齿之徒无齿之徒””
鸟类到底经历了什么鸟类到底经历了什么

如果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灰雁，你会发

现，它们上下喙的内侧边缘是锯齿状的。不

过，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牙齿，科学家称

之为板层状构造。这些特殊的喙部的衍生

结构可以帮助它们在取食过程中更有效地

进食，比如切割植物根茎、过滤水体中的无

脊椎动物等。

李志恒表示，另外还有一些雁鸭类喙部

的锯齿状构造与板层状构造类似，只不过形

状不同，其用途很像鱼钩的倒刺，捕鱼的时候

可以防止鱼从口中逃脱，企鹅舌部的刺状突

起与其有类似的功能。

另外，隼形目的鸟类（如红脚隼）喙部前

端有一个小的啮缘齿，即喙前端侧面有一个

齿状突起，这也是用来撕咬或固定猎物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牙齿，而是喙部的

角质壳衍生出来的膜质或角质结构。”李志恒

强调。

植食性古鸟类（左）和小型掠食性恐龙（右）的生态复原场景 郑秋旸旸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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