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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刘霞）据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 7日报道，意大利最高反

垄断机构周一宣布，在收到多起涉嫌不公平

商业行为的诉讼后，启动对苹果、DropBox 和

谷歌公司运营的云存储服务的反垄断调查。

意 大 利 竞 争 管 理 局（AGCM）表 示 ，对

Google Drive、苹果的 iCloud和 DropBox在意

大利如何运营云服务业务的调查共 6项，这些

调查“与被指控存在不正当商业行为以及合

同中可能存在不正当条款有关”。

AGCM 称：“调查特别针对谷歌和苹果公

司是否出于商业目的而收集和使用用户数

据，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了不当影响。”

2020 年，意大利反垄断部门一直积极针

对顶级高科技公司开展调查并提起诉讼。比

如，7 月下旬，AGCM 搜查了苹果和亚马逊公

司的办公室，以评估这两家公司在销售苹果

产品和流行的 Beats 耳机方面是否存在垄断

行为。此次调查的目的是，确定苹果和亚马

逊是否已经达成反竞争协议，以遏制其他第

三方电子零售商。

此外，近年来，欧盟机构加大了对高科技

公司的监管和反垄断调查。2017 年，欧盟反

垄断监督机构对 Facebook 处以了 1.1 亿欧元

的罚款，理由是 Facebook 在 2014 年以 190 亿

美元收购 WhatsApp时，提供了误导性信息。

除了反垄断调查外，谷歌、苹果公司等科

技巨头还面临被征收高额数字税的境况。

有报道称，自 2020年起，意大利开始正式

征收 3%的数字税，征税对象为全球收入超过

8.8亿美元或在意大利收入超过 650万美元的

科技公司，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首当其冲。

这让这些科技巨头感到不满，有企业已经采

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另据权威媒体 9 月 3 日

报道，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将在欧洲涨价，转

嫁成本以应对数字服务税。比如，亚马逊宣

布从 9 月开始向英国企业客户收取 2%的费

用；谷歌 9 月 2 日夜表示，将从今年 11 月 1 日

开始对谷歌和 Youtube 上部分地区的广告收

取额外费用。

意大利对苹果、谷歌等启动反垄断调查

9 月 8 日，商务部前部长，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CCG（全球化智库）名誉主席

陈德铭在 2020“服务业扩大开放暨企业全球

化论坛”上发言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

的必然趋势，而新冠肺炎疫情后，数字化、网

络化的智能社会将势不可挡。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商务局、全球化智库

联合主办。

全球化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陈德铭指出，早在几千年前的区域性帝

国已经出现了跨国贸易。地理大发现和工业

革命，使商品交换的半径扩大到全球。上世

纪 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

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统一市场的出现，让经济

全球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凭借着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跨国公司

完成了全球的投资和生产布局。贸易不再仅

仅是商品的交易，70%—80%的全球贸易额已

是中间品贸易。

当今的百年变局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

是美国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和投资摩擦，尤

其是违反多边规则的惩罚性关税和“实体清

单”制度，不仅使中国、欧盟、日本等多国经济

受到损害，美国自身也深受影响；二是新冠疫

情肆虐已使全球超过 2700 万人感染，超过 88

万人失去生命。主要采取隔离的方法加以防

控，阻滞了经济增长，反过来使抗疫经费捉襟

见肘。民粹思潮泛滥、单边主义横行，全球化

走到了十字路口。

推动经济增长将更多
依靠科技进步

陈德铭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生产能力，

各国医务工作者的团结坚守，科学技术领域

的协作攻关，都已证明人类能够最终战胜疫

情。目前全球已有十几种新冠疫苗进行到人

体试验阶段，如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辉瑞与

德国生物公司以及中国的几个品种的疫苗，

都已进入了临床三期。可以说，后疫情时代

已经不远了。

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化还将继续。只不

过经历了抗疫的洗礼和反思，全球价值链会

趋向短链化和区域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

力将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一个数字化、网络

化的智能社会将势不可挡。也许多边经贸组

织和规则的改革短时间内难以达成，但“脱

钩”和新冷战也绝不会得逞。

新基建投资热点值得
关注

陈德铭指出，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疫情的

阵痛和恢复期的反弹后，会迎来一个困难和

机遇并存的艰难探索期。中国抗疫的成功决

非偶然，不仅见证了体制和政策的成功，也折

射出人民的坚守和创造。在双循环的推动

下，国内消费市场成了企业开拓的主战场，但

市场的成长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收入的增

加、物价的稳定、资源的保障以及心理的预期

等等都是重要因素。在线经济的运行模式以

及服务业增长的大趋势，是企业不可或缺的

振兴支点。围绕新增长点的新基建，亦将是

“十四五”期间一个值得关注的投资热点。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万万不可丢弃，不仅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洲市场，保住对

美市场尤为重要。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两个国内市场，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

决定了“谁也离不开谁”。从长期看，尽管未

来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但仍要努力在有规

则竞争中创造合作，避免或减少严重对抗。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

数字化、网络化的智能社会势不可挡

本报记者 李 钊

陈德铭在论坛上发言。 本报记者 李钊摄

存储器业务是三星电子金字招牌。不久

前，三星电子拿下 IBM 最新的服务器 CPU

power 10的代工订单，再次引发关注。

欲在 2030 年前成为
全球双料冠军

三星电子 2019 年发表了“半导体蓝图

2030”，宣布要在 2030年之前成为存储器业务

和系统芯片业务的全球双料冠军。这是三星

电子进军系统芯片业务的最新进展。

一直在芯片代工业务领域独步全球的台

积电，拥有苹果和 AMD 这样的超级客户。三

星电子同 IBM 达成长期合作之后，可望在同

台积电的竞争中获得稳固的支撑。

此前不久，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工厂、建筑

面积 12.89万平方米的三星电子平泽 2号工厂

宣布成功量产业界首款 EUV 工艺的 10 纳米

D-RAM 产品。

平 泽 2 号 工 厂 2018 年 投 资 180 万 亿 韩

元开工建设。而规模相仿的平泽 1 号工厂

则是 2015 年动工的。三星电子计划将平泽

2 号工厂打造成工艺最先进的综合生产基

地 ，成 为“ 拉 开 与 同 业 技 术 差 距 的 核 心 ”。

今 年 5 月 开 建 代 工 芯 片 生 产 线 ，6 月 开 建

NAND 闪 存 芯 片 生 产 线 。 两 条 线 都 计 划

2021 年下半年投产，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

到 30 万亿韩元。

在市场萧条之时更新
全线产品

在移动设备业务领域，三星电子也作出

了史无前例的大动作。不久前，三星电子一

口气发布了 5款新品，加上此前发布的 S20系

列，相当于同时更新了全部产品线。

新产品包括 Galaxy Note 系列的 Note20

和 Note20 Ultra 双机型，折叠屏手机 Galaxy

Z Fold2，旗 下 首 款 无 线 降 噪 耳 机 Galaxy

Bud Live，以及搭载心电图功能的智能手表

Galaxy Watch3，各具特色和亮点。

三星电子智能手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销

量 5420万部，同比减少 29%。而同期，华为手

机实现了 5480 万部销量，第一次夺得了三星

电子占据多年的全球销量第一位置。

韩国业界预测，苹果 iPhone SE推出后大

卖，iPhone 12 也受到高度关注，苹果今年第

四季度销量可能在全球冲顶。华为、苹果轮

番进攻，三星电子可能就此失去超然的市场

地位。

三星发布新产品的时机，正值全球智能

手机市场大幅萎缩。危机当前，有分析指出，

三星电子的新品发布战略正是逆势而上，在

市场萧条之时抓住反转之机。分析认为，新

品全部发布之后，新一轮研发进程将会提速

进行。

通信设备获进军国外
市场机会

移动终端产品之外，三星电子在通信设

备市场的投入和成绩同样受到瞩目。

依靠本土优势，三星电子在韩国 5G 设备

市场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而韩国业内普遍认

为，华为的挫折显然正是三星电子进军国外

市场的机会。

很多细分市场，三星电子的 5G 设备已经

拔得头筹。在华为无法进入的美国市场，三

星电子已经同主要运营商 AT&T、Sprint 和

Verizon 达成了全面合作。三星电子之前还

收购了美国网络服务提供商 TWS，以提升通

信设备业务。有分析指出，在重要的欧洲市

场，三星电子正在建立起相对于华为、爱立信

以及诺基亚的非对称优势。

市 场 调 查 机 构 TrendForce 不 久 前 预

测，三星电子 2020 年市场份额增幅可望高

达 38%。

对于当前局面，有很多相似的观点。《日

本经济新闻》在一篇报道中评论，中美围绕高

科技产业的对立日趋激烈，正在出现三星电

子坐收“渔翁之利”的局面。

逆势发力 三星电子欲收“渔翁之利”？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 举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8 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7日报道，上海

交通大学樊春海院士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颜颢教授等在最新一期《自然·化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创建出一种新型

元 DNA 结构，这些元 DNA 结构可自我组

装成形状各异的微米级结构，应用于光电

子学及合成生物学领域，从而促进信息存

储和加密等技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解释，DNA 结构的独特特征

使其可用作复杂纳米结构和设备的通用组

件。借助 DNA 折叠技术，长的单链 DNA

（ssDNA）可在数百条短 DNA 链的帮助下

被折成指定形状。但迄今科学家一直很难

组装出更大（微米至毫米级）的 DNA结构，

这限制了 DNA折叠技术的广泛使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开发出了

一种通用的“元 DNA”（M-DNA）策略，研

制出了一种新型元 DNA 结构。这一新型

元 DNA结构与人头发丝的宽度相当，直径

是天然 DNA 纳米结构的 1000 倍。研究人

员证明，这一亚微米级的 6螺旋束 DNA 结

构可像放大版的单链 DNA一样自我组装。

随后，研究人员使用这种元 DNA构建

了一系列亚微米到微米级 DNA体系结构，

包括元多结、3D 多面体以及各种二维/三

维晶格等。他们还在元 DNA 上演示了分

层链置换反应，这一反应将 DNA的动态特

征转移到元 DNA上。此外，仅通过改变单

个元 DNA的局部柔性及其相互作用，就能

构建从一维到三维的一系列亚微米或微米

级 DNA结构，包括四面体、八面体、棱柱和

6种紧密堆积的晶格等。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他们可以使用这些

元DNA设计出更复杂的电路、分子机器和纳

米器件，并将其用于与生物传感和分子计算有

关的应用中。而且，这项研究也使创建动态微

米级DNA结构的可行性大大提高。

论文作者指出，这种元 DNA策略的引

入将使 DNA 纳米技术从纳米级跃升至微

米以上级别，帮助科学家在亚微米和微米

尺度上创建一系列复杂的静态和动态结

构，从而使许多新应用成为可能。例如，科

学家可用这些元 DNA 结构制造出更大更

复杂功能组件等。

DNA 是一种天然的生物大分子，也是

制造纳米级构件和机器的通用元件。用

DNA 折叠术，可以让它像毛衣一样被编

织，像乐高一样被组装。曾经，有美国科学

家拿 DNA 长链折叠出了一个笑脸。DNA

和短链片段相遇、组装，成为不同的形状。

文中研制出的新型元 DNA结构，相当于构

建 DNA 体系结构的原材料，从而解决了

DNA折叠术所涉对象太小的问题。以后，

这些元 DNA 能够成为更复杂的纳米器件

和纳米机器人的基础，还能为信息存储、精

准医疗等应用提供更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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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自然科研

旗下《科学报告》近日发表的一项动物行为

研究发现，象群中存在生态知识的代际传

承——在进入未知或危险环境时，年长雄

象可能扮演了为年轻雄象领路的重要“长

者”角色。

对于大象和鲸这类长寿物种来说，年

长个体通常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环

境，这或许有利于种群中的年轻个体规避

风险。此前，对该领域的研究一般更关注

雌象。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团队科尼·阿

伦及其同事，此次研究了 1264 头雄性非洲

草原象的集群行为和领头模式，这些大象

往返迁徙于博茨瓦纳马卡迪卡迪盐沼国家

公园（MPNP）内博泰蒂河的路线上。

研究团队发现，在迁徙路线上看到的

大象中，独行大象占 20.8%（263 头）。青春

期雄象单独出行的概率远低于预期，而成

年雄象单独出行的概率比预期要高，这或

许说明独自旅行对年幼、刚独立、经验不足

的个体来说风险更大。研究发现，年长雄

象行走在象群前方的情况更多，说明成年

雄象充当了生态知识掌握者的角色，也说

明在清一色雄性非洲草原象集体迁移时，

成年雄象或具有领头者的重要作用。

从繁殖方面来看，老年雄象被认为是

多余的，这种观点常被用来支持对老年雄

象进行合法狩猎。但研究团队指出，选择

性地对年长雄象进行捕猎也可能会破坏整

个雄象社群，还会影响它们积累的生态知

识的代际传承。

大象“长者”会把生态知识传给下一代
对老年雄象合法狩猎也会破坏整个社群

（上接第十一版）
安徽省
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三批医疗队临时

党支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

立医院）党委

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滨湖明珠社区党委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消

防护卫部党总支

福建省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党委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党委

福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党支部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江西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总队党支部

赣州市章贡区赣江街道钓鱼台社区党委

山东省
山东省胸科医院党委

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乐山小区社区

综合党委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临沂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党支部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

河南公安支援随州工作队党总支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党委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检验科党支部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

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临时党委

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党总支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中百仓储总部第五党支部

仙桃市彭场第四联合党支部

京山市罗店镇马岭村党支部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

院）党委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党委

襄阳市中心医院党委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鄂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英山县人民医院党委

大悟县中医医院党总支

随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湖南省
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株洲市公安局科技与信息化管理支队党支部

洞口县雪峰街道双联村党总支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广东省
广东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

临时党委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党委

珠海市香洲区委拱北街道工委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东兴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支部

海南省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测所党

支部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重庆市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党委

重庆市渝北区机场疫情防控联动组临时

党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党委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医药产业处

党支部

四川省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党委

巴中市巴州区西城街道后坝社区党委

贵州省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临时党委

贵州省公安厅技术侦察总队党总支

贵州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党总支

云南省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

制所党支部

勐腊县公安局法制出入境党支部

临沧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支部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西安市第八医院党委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甘肃省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

党支部

兰州市肺科医院党委

兰州新区公安局中川东区派出所党支部

青海省
青海省传染病专科医院（青海省第四人民

医院）党委

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临时

党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党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党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中央单位
国家监委专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工作专班）党支部

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综合信息组）党委

长江航运总医院抗疫一线临时党支部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

应防控技术组）机关一党总支五党支部

中日友好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第一临时

党支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疫情防控武汉一线报

道组临时党总支

中央企业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

国机集团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口罩机

事业部临时党支部

新兴际华集团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

公司党委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市江

夏区供电公司党委

东航集团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飞行部党委

中国节能中节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党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党

支部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党委

解放军95118部队53分队党支部

火神山医院临时党委

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海军军医大

学支援火神山医院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一科（陆军军

医大学支援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第一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二科（空

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空军第九八六医

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

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党支部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

部党委

驻湖北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临时党委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发热门诊临时党

支部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