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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创新·全球治理

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技术项目中

心主任阿列克谢·迈斯特罗表示，无人驾驶

技术的推广将带来一场船舶航行革命，而

船长将不得不改行当操作员。他称：“这将

节省燃料，减少船员人数，提高安全性，降

低事故数量。船上将保留轮机长，而船长

应当改行当操作员。一名操作员可以远程

控制多艘船只。这类似于电脑游戏，只是

很贵。”

阿列克谢·迈斯特罗称，俄罗斯正在测

试所谓的“第三级自主”系统，由人向机器

下达简单的任务指令，例如保持航向。机

器向人提供行动选项，但人有最终决定

权。如果在 1000 艘船上安装该系统，收集

必要的数据，并确信系统开始比人做得更

好，那么就可以迈向下一步。

阿列克谢·迈斯特罗解释说，为了广泛

采用无人技术，必须在太空轨道上部署一

个能联接所有船只的卫星网络。他表示，

本质上这需要建设物联网，其覆盖范围广

泛，速度不用太快，但能百分之百送达消

息。需要服务器、算法，以及让无人船舶交

换信息的基础设施，需要一个能收集数据

并据此对无人船舶进行升级教学的系统。

阿列克谢·迈斯特罗补充道，无人驾驶

船舶的出现可能晚于无人驾驶汽车，因为

其运行需要更复杂、更昂贵的系统。这涉

及到波浪、风向、洋流，影响控制参数的因

素非常多。因此，自动化系统应当考虑所

有这些因素和现象。

无人驾驶技术将带来船舶航行革命
国际战“疫”行动

俄罗斯科学院空间研究所核行星学部

主任伊戈尔·米特罗法诺夫表示，俄方科学

家提议建造能自动在月球表面采集样本，

并往返于月表和月球轨道站的“三桅船”穿

梭机。俄罗斯目前正在建造用于执行月球

飞行任务的“雄鹰”号飞船。

伊戈尔·米特罗法诺夫在有关太阳系

研究的座谈会上说：“除‘雄鹰’号飞船外，我

们建议建造能多次降落月表，并返回轨道与

‘雄鹰’号或临时轨道站对接的‘三桅船’自

动穿梭机。”他还指出，需要“三桅船”自动穿

梭机把装有地震仪、温度特性测量仪、辐射

测量仪等仪器的探测舱安置到月球表面。

此外，穿梭机还应能够在月表采集样

本，并将这些样本送到轨道站，在轨道站补

充燃料后再次前往月球表面。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提议建造无人驾驶月球穿梭机

今 年 8 月 初 ，美 国《财 富》杂 志 发 布 了

2020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其中中国企业

占 124席，上榜企业数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每

一家走向国际的中国大企业背后，都有无数

中小企业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

中日青年产学联合会代表理事陈霄明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制造”品

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离不开大企业的创新，

也同样离不开作为金字塔底盘的成千上万中

小企业的默默耕耘。

陈霄明供职于日本知名机械商社米思米

集团，负责铝型材系列产品全球供应链的构

建，工作中接触到大量中日两国的中小型制

造企业。她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日本从法

规和机制上切实保障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一

些经验教训。

如何解除中小企业后
顾之忧

谈到与日本中小企业有关的法律法规，

陈霄明说，首先在立法方面，相关的法律有很

多，其中重要的是一部保护中小企业供给方

的法律《供应商法》。该法涵盖企业商业活动

的各个方面，如定价、价格协商、下单、发货、

支付等，从法律角度明确限制了采购方行

为。该法于 1956 年颁布至今，已经过 10 余次

修订，内容不断细化，不断贴近现实的经济环

境和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比如，在交易价格确定方面，该法明确规

定：即使供应商同意，产品交易价格明显低于

当地市场价格的定价方式是违法的，采购方

也不能主动提出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降价要

求。这一条款直接限制了采购方本来合理的

“砍价”的权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避免了

行业的低价恶性竞争，为中小企业争取到成

长的时间。

其次，在执法方面，日本由经济产业省下

属的“中小企业厅”统一管辖，监督和检查大

企业采购方对《供应商法》的执行情况。其监

管方式，以她所在公司为例，分三个步骤——

中小企业厅每年都会向所有采购方发放

调查表，要求提供详细记录和每家供应商的

交易情况、订购和支付明细。

之后，会向所涉及的所有供应商发放类

似调查表，同样要求提供详细的交易明细和

联络的邮件记录，以确认采购方提供的资料

是否属实。如果中小企业厅对采购方提交的

资料有异议，会单独联络确认，或者直接进入

采购方公司现场检查，实地调查取证。

为了确保没有“侥幸”的漏网之鱼，即使

采购方提交的资料完美无缺，中小企业厅还

会不定期去采购方公司实地检查。如违法情

况被确认，企业名单将在官网被公布，并根据

情节轻重依法进行批评指导或行政处罚。

此外，日本还十分注意法律的宣导，为

了让采购方理解《供应商法》的内涵，避免踩

红线，中小企业厅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近百

场讲座。除了有法律条款解释说明的基本

宣讲会之外，还有具体违法案例讲解和根据

不同行业实际提案的应用类说明会。政府

的指导加上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让企业为

了避免违法，在具体落实方面绷紧了神经，

不敢懈怠。

一些企业建立了内部预审机制，一些企

业在内部定期举行《供应商法》培训会，由法

务部详细讲解条款和具体案例。该法律的宣

导，让采购方相关从业人员在追求企业业绩

的同时，也自觉保护了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如何实实在在保护中
小企业

在中国，有的大企业采购方将货款的支

付定于货物到达 3个月之后甚至更长，且其间

如发生特殊情况，还会进一步延迟支付。中

小企业供应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这样导致

本来就吃紧的流动资金更加捉襟见肘，公司

经营陷入恶性循环。

陈霄明介绍，日本《供应商法》规定，货物

到达购买方后 60天之内必须完成支付。即使

有特殊原因且供应商同意，到货 60 天以后支

付的行为也属违法。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明

确规定，是否可以帮助改善中小企业因为资

金链断裂而破产的状况？

当然，凡事都有正面和反面。《供应商法》

使得日本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更加透明，经

营者可以把精力和时间更多放在提高产品的

技术和品质上面，精雕细琢制造出一流的工

业产品，而不必去考虑太多和制造无关的事

情。通过对中小企业的保护，稳定了市场价

格和较高的收益率，避免同行业低价竞争，也

促进了产业的良性循环。

但其也有不利的方面：首先是过分的保

护，导致日本制造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长此

以往，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幅度减退。采

购方需要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时，为了避免法

律风险，不得不将供应链转向更加便宜的海

外。其次，《供应商法》之下的营商环境像是

“温水煮青蛙”，使日本中小企业在不知不觉

中活力、创造力和应变能力都在减弱，对新事

物的敏感度降低，导致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变

化，不容易调整步伐。

“在立法和执法上切实保护中小企业”
——专访中日青年产学联合会代表理事陈霄明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今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华夏大地，

经济产业界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小民营

企业。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缓解困境，维护产业

生态稳定，中央提出了前瞻性的“六保”战略，

内容包括保就业、保民生、保产业链和供应链

稳定等，其核心就是以扶持中小企业为抓手，

让整个经济尽快复苏。

随后，国务院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的特

殊政策，新增 2 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直接用

于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确保正常国内供

给和出口订单的按时交货。

疫情之后，大批中小企业如何应对不可

抗力之外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这或许是国家

层面施以立法保障、机制再造和管理升级等

长效支持的着眼点。

日本的中小企业众多，其在支撑日本成

为重要经济体过程中，得到了以《供应商法》

为代表的法律法规的切实保护。详细明确的

法条，严谨规范的执法，保证了交易的强势方

不敢肆意妄为，交易弱势方即中小企业，也不

必瞻前顾后，委曲求全。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小企业在经济、

民生上的作用也越显重要。我们可以广泛借

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与此同时，还要根据

我国国情分析和研判实际情况。日本的经验

教训从正反两面可以作为参考，相信我国中

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得到更加温暖、实在

且持久的支持。

辩证借鉴先进经验 长效支持中小企业

短 评
陈霄明

科技日报莫斯科10月 12日电 （记者董
映璧）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宇航科学院通

讯院士安德烈·约宁表示，国际空间站表层出

现“小孔”，这让人怀疑将其使用期限延长到

2024年以后的可能性。

安德烈·约宁称：“如果空间站技术条件

正常，本来可以延长使用期。现在，与长期使

用相关的毛病开始出现，不是空间站的某些

大型部件出现故障，而是小问题。拥有汽车

的人都熟悉这种情况，这叫做开始散架。”

约宁表示，目前的裂缝会找到、控制住并

修好，但此后可能会出现新问题，这意味着寄

希望于国际空间站无故障运行，是没有根据

的。“不管怎么说，从原则上讲，很明显的是，

我们需要为到 2024年以后空间站不再存在的

事实做准备。”

国际空间站自 1998 年开始建站，2010 年

建成后转入全面使用阶段，最初计划使用到

2015 年，随后延长至 2020 年，后来再次延长

至 2024 年。目前，项目参与国正在考虑将国

际空间站的运作延长到 2028—2030 年的可

能性。

2019 年 9 月，国际空间站曾发现有空气

少量泄漏现象。2020年 8月至 9月，宇航员发

现泄漏速度扩大了 5倍（从每天 270克增加到

1.4 千克）。为此，宇航员两次关闭各舱段的

舱门以检查其密封性。后来发现，泄漏点位

于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

俄航天集团专家、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

飞行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表示，空

气泄漏极小，时有时无，国际空间站的失压速

度为每 8 小时 1 毫米汞柱。空气少量泄漏现

象对国际空间站宇航员没有危险，也不影响

空间站在载人状态下的飞行。

俄航天集团载人航天计划执行主任谢尔

盖·克里卡廖夫认为，如果队员们长时间无法

排除泄漏故障，则需要向该空间站运送更多

空气。当前，俄罗斯宇航员阿纳托利·伊万尼

申、伊万·瓦格纳和美国宇航员克里斯托弗·
卡西迪正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国 际 空 间 站 或 在 2024 年 停 用

据乌克兰卫生部统计，10月8日乌克兰新增539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次刷新疫情暴
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乌克兰卫生部长马克西姆·斯捷潘诺夫8日表示，目前一些西方
国家正在进入第二轮防疫隔离期。乌全国医院应对新冠疫情的病床数量已从年初的12000
张增加到了37000张，乌医疗卫生部门将继续努力增强其应对能力，他同时呼吁全体乌克兰
公民也须遵守抗疫法规，对疫情形势和自身健康承担更多责任。

图为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人流密集，很多来此休闲的民众并未戴口罩。
本报驻乌克兰记者 张浩摄

乌克兰呼吁民众守规抗疫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网络网络（（www.fool.com.auwww.fool.com.au））陈霄明陈霄明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3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宇宙中一个黑洞享用了一顿丰

盛的“意大利面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 12日消息，天文学家通过位于智利的欧

洲南方天文台望远镜观测到，在 2.15 亿光

年外的波江座螺旋星系中，一颗恒星被一

个超大质量黑洞撕裂并吞噬。这是迄今为

止天文学家看到的距离最近的恒星“临终”

燃烧过程。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12 日的

《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论文合著者、智利圣地亚哥的欧洲南

方天文台研究员托马斯·韦弗斯说：“当一

颗不幸的恒星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距离太近时，黑洞的极强引力会将恒星撕

成细薄的物质流。”这些物质流就像意大利

面条一般。当这些细细的、薄薄的恒星物

质落入黑洞时，会释放出明亮的高能耀斑，

并被天文学家探测到。

恒星被撕成“意大利面条”这种事件十

分罕见，也更难研究。去年，在一个超大质

量黑洞附近，一道新的爆炸光引起研究人

员的注意，在恒星被撕裂后不久，天文学家

在 6个多月的时间里继续使用不同的望远

镜和仪器对其进行详细研究，终于目睹了

这颗恒星被撕成“意大利面条”的过程——

这次事件被命名为 AT2019qiz。

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师、皇家天文学会研

究员马特·尼科尔表示，黑洞“吞噬”附近恒星

是在潮汐破坏事件（TDE）中会发生的现象。

一般来说，当黑洞吞噬恒星时，可以向

外发射出强烈的物质冲击波。这种强大的

能量将尘埃和恒星碎片向外推出，形成一

种“帘幕”式的遮蔽作用，从而阻碍了科学

家的观测视线，因此难以研究。但研究人

员称，由于此次发现及时，他们可以观测

到，当黑洞以每秒 10000 公里的速度向外

喷射出强大物质时，尘埃和碎片的“帘幕”

正徐徐拉起，这给研究人员“窥视幕后”查

明遮蔽物的来源以及实时跟踪其如何遮挡

黑洞提供了机会。

据了解，此次观测使用了可见光、X 射

线、紫外线和无线电波，这些不同的波长揭

示了恒星被黑洞吞噬时所看到的明亮耀斑

和从恒星中流出的物质之间的直接联系。

尼科尔说：“观测结果显示，这颗恒星

的质量与太阳大致相同，在被 100 多万倍

太阳质量的巨型黑洞吞噬后，其损失了大

约一半的质量。”

宇宙广阔而荒凉，宇宙中的星体，常常

“死”得轰轰烈烈。但对人类来说，又悄无声

息。毕竟，准确地找到垂死的星体并进行观

察，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这次，科学家

找到了 2.15 亿光年外一次惨烈的死亡过

程。故事早已发生，但人类的解读必须在科

技到达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一颗星被撕

裂，一群数亿光年外的人看到它，这种跨时

空的观察其实需要“缘分”。也就是这样一

次次的缘分，让人类对星体的“生老病死”有

了更透彻的理解，对宇宙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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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龙云）《纽约

时报》10 日刊文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 心（以 下 简 称 CDC）本 周 发 布 警 告 ，美

国是世界上肥胖率和超重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由于体重问题，大量人群罹患新冠

肺炎重症的几率增加。据最新预测，一旦

感染新冠病毒，其近四分之三的患者或面

临更高的重症风险。

CDC 医疗官员布鲁克·贝莱博士说：

“确保公众意识到这一潜在风险非常重要，

应鼓励他们选择健康的食物、增加体育活动

并保持充足的睡眠。”

CDC 的警告依据多项研究。北卡罗莱

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巴里·波普金回顾

了 8 月份发表的 75 项研究发现，与体重正

常的人相比，超重或肥胖人士因新冠肺炎

住院并接受重症监护的可能性约是前者的

两倍。

另一项研究于 7月份发表在《大脑、行为

和免疫》杂志上，调查了 387109 名男性和女

性的生活方式及风险因素，其中 760 人为新

冠肺炎患者，超重者患病的可能性大约是正

常体重患者的两倍；而在新冠肺炎患者中，

超重患者住院可能性大约高出正常体重患

者 30%。在考察吸烟、饮酒和体育活动等因

素的基础上，该论文也得出结论，适度锻炼

可以降低感染者的住院几率。

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论文

表明，在调整了年龄、糖尿病和其他类似因

素后，超重或肥胖患者更容易需要机器辅助

呼吸，且死亡的可能性也更大；超重者患上

重症的风险甚至高于肥胖者，超重病人的死

亡率比正常体重病人高 40%，而肥胖病人的

死亡率比正常体重病人高 30%。

研究发现，肥胖虽增加了男性的死亡

风险，但对女性影响甚微（其他研究也报

道了这种差异）。在男性中更为常见的腹

部肥胖，可能导致膈肌、肺和胸腔压迫从

而限制呼吸，使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更

难治愈。

即使没有感染疾病，脂肪也会加速体内

慢性低度炎症生成。波普金博士也提醒，就

炎症而言，超重与其他疾病有很大不同，脂

肪组织生成的炎症能形成持续伤害，随着时

间推移，会对免疫功能造成更大影响。

医生们在大流行初期就观察到，超重

似乎会给病人带来额外的风险。但由于

肥胖也会导致其他健康问题，所以仍需进

一步确认过量脂肪是否是导致重症的罪

魁祸首。

美疾控中心依据多项研究警告：

超重或肥胖患新冠肺炎后重症风险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