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tdaily.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总第11828期

2020 年 12 月 2 日

今日8版

星期三

最新发现与创新

本版责编：

王俊鸣 陈 丹

本报微博：

新浪@科技日报

电话：010 58884051

传真：010 58884050
扫一扫

关注科技日报

11 月 20 日，细雨蒙蒙，恩施市盛家坝镇

二官寨村云雾缭绕。科技日报记者走进二官

寨，一座座老屋排列整齐，一条条道路干净平

整，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2016 年，二官寨村实现整体脱贫。去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11084元。群众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村支书康尚告诉

记者。

盛家坝镇镇长徐瑞说：“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为我们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我们

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干劲也

更足了！”

从“穷山窝”到“香饽饽”，从聚居古寨到

“中国最美乡村”，从“旅游名村”到全国村级

“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二官寨破茧成蝶

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

能人带领乡村振兴

二官寨村是一个康、胡两姓占主导的村

落，在这里发展了几百年，传承着良好的家

风，也培养出许许多多的能人。据不完全统

计，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康氏家族从这里就

走出了 48 位人才，他们或是在外经商卓有成

就，或是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或是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

二官寨不缺能人，如何把人才资源转化

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盛家坝镇政府探索

推进“三个一批”，即扶持一批本地能人，引回

一批外出能人，引进一批外地人才，鼓励和吸

引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康尚就是本地能人的代表之一，2012 年

毕业后的他选择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用实

际行动守护这一方乡愁。从村子里走出去后

又一头扎回来，这一扎就是 8年。发展蜜蜂养

殖、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做好旅游发展规划……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他的脚步一刻也没

有停歇。

康伦才是盛家坝镇人，十几年前，因为贫

穷落后，被迫跟着父辈外出挣钱。务工期间，

他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攒积蓄、学经验，一心

琢磨着回乡发展。2018 年，他辞职回家办起

了民宿。仅一年时间，他就收入 60多万元。

在民宿建设过程中，本地“土专家”的老

手艺也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从飞檐翘角到吊

脚栏杆，全由本地手艺人包揽。70 多岁的康

伦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老手艺现在一年

能挣 3万多元钱。

“善治”激发内生动力

近年来，二官寨村围绕社会治理创新这

一课题，在实践中探索党建统领，自治、法治、

德治深度融合的“一统三治”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以典型示范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厚植人

民群众的感恩情怀，全面激发广大群众的内

生动力。

“二官寨村发挥家风家训在乡村治理、乡

风文明建设中的正能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设为载体，推动家训挂厅堂、立广场、种

心田，让好家训好家风代代相传。”盛家坝镇

镇长徐瑞说。 （下转第四版）

恩施二官寨：聚人才 谋创新 振乡村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陆成
宽）1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获悉，经过 20 余年努力，该所研究团队发

布了首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高时间

分辨率综合观测数据集。该数据集是目前

发布的青藏高原时间分辨率最高、观测序

列最长、观测要素最齐全的野外台站综合

观测资料。相关成果发表在《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上。

青藏高原是反映气候系统不同圈层相互

作用及其影响效应的典型区域。当前，青藏

高原是我国观测资料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

“这严重阻碍了我们对青藏高原地—气相互

作用过程和水分循环规律的科学认识，制约

了数值模式的发展和我国灾害性天气气候预

测水平的提高。”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马

耀明说。

为弥补青藏高原综合观测资料严重不

足，深入理解气候变化条件下该区域地表各

圈层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人员建

立了覆盖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荒漠戈壁等

高原典型地表覆盖类型的青藏高原地—气相

互作用综合观测研究平台，并对高原不同地

表覆盖类型的大气边界层、土壤水热变化以

及地—气间能量水分交换规律等进行了长期

观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集成发布了首套高

时间分辨率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

测数据集。

马耀明表示，该数据集可广泛应用于青

藏高原气象要素特征分析、遥感产品评估和

遥感反演算法的发展、数值模式的评估和发

展等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为地球系统科学集

成、评估关键区域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与响

应，以及国家和地方开展青藏高原及其邻近

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提供坚实可靠

的科学依据。

首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高时间分辨率观测数据集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张
盖伦）教育如何服务国家？12月 1日，在介

绍“十三五”以来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时，教

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介绍了高校的

3个“60%”。

“高校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加快提

升。高校承担了全国 60%以上的基础研究

和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了 60%以上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获得了 60%以上的国家科技

三大奖励，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

占全国 80%以上，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标志性成果。”他说。

“十三五”期间，教育服务国家发展

取得新突破。一批教育服务区域产业振

兴的重点项目正在发力推进；创新性开

展部省合建高校模式，支持中西部 14 所

高 校 发 展 。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加 快 构

建 。 培 育 产 教 融 合 型 企 业 800 多 家 ，成

立各类职教集团 1400 余个。2019 年，完

成 高 职 扩 招 116 万 人 目 标 任 务 ，各 级 职

业院校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约 1000 万技

术技能人才。

更多的大学生去往基层。刘昌亚指

出，2019 届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

例达到 59%，到地市级及以下基层就业的

比例达到 69%。“十三五”以来，高校毕业生

累计达 4088 万人，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保

持在 77%以上。

教育部介绍“十三五”高校科研的3个60%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月 30日下午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

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

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

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

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就这个问题进行

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

议》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

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

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要认清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总结成

绩，查找不足，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为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强调，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新

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部署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出台了一系列

重大政策、行动、规划，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合法权益特别是侵

犯知识产权行为。总的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

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顶层设计。要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目标、任务、举

措和实施蓝图。要坚持以我为主、人民利益

至上、公正合理保护，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要加强关

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法治化水平。要在严格执行民法典相关规定

的同时，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筹推进专

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科学技术

进步法等修订工作，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

性。要加强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领域立

法。要强化民事司法保护，研究制定符合知

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要提高知识产

权审判质量和效率，提升公信力。要促进知

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

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要完善刑事

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要加

大行政执法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

关注、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要重

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到位。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全 面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工 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张银坤

12月 1 日，作为北
京市东城区“紫禁之东
精彩有我”人才主题系
列活动之一，北京东城
智能金融人才联盟暨北
京东城紫金智能金融研
究院成立大会在民生金
融中心举办。

图为成立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人才驿站人才驿站 智库平台智库平台

2020 年 12 月 1 日，嫦娥五号探测器的

着陆上升组合体历经主动减速、快速调整、

接近、悬停避障、缓速下降和自由下落阶

段，成功完成在月面预定区域的软着陆。

这轻盈、稳健的一落，蕴藏着无数航天

人的智慧和心血。

边飞边找落点

对于嫦娥五号来说，落月只有一次机

会，必须一次成功。

相比嫦娥三号、四号，嫦娥五号对于着

陆点的位置精度和平整度要求是空前的。

由于涉及采样完成后上升器要在月面起

飞，嫦娥五号挑选落点的过程，也是为后续

上升器月面起飞选择“发射场”的过程，其

降落区域内不能有太高的凸起、太深的凹

坑，坡度也需要符合任务要求。

简单说，它是一边飞行一边寻找落点，

如同一次从 600 公里外开始、在 15 分钟内

完成的自主“跳伞”。

为了实现“选址正确、落得准确”，嫦娥

五号采用了已经在嫦娥三号和四号上成功

应用的“粗精接力避障”方式。这种方式，

是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 所研制

的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统指挥下，着

陆上升组合体先大推力反向制动减速，然

后快速调整姿态，对预定落区地形进行拍

照识别，避开大的障碍，实现“粗避障”，之

后再斜向落向选定的着陆点，飞到着陆点

正上方后改为垂直下降，在接近月面时关

闭发动机，落在月球上。

探查落月路径的眼睛

GNC 系统在进行决策时，离不开各种

数据支持。由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微波测

距测速敏感器，如同一双明亮的眼睛，感知

着嫦娥五号的落月路径，并向决策“大脑”

传递信息。

据西安分院微波测距测速敏感器主任

设计师张爱军介绍，这部雷达在着陆上升

组合体距离月球表面约 15公里时开机，在

距离月面 6公里时正式开始工作。

“该雷达可以探测着陆器与月球表面

的距离，以及着陆器下降的速度，并向上升

器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提供速度和距离

的信息，以便着陆器判断降落的落点和速

度。”张爱军说。

落月发动机有绝招

发动机为嫦娥五号安全落月提供了动

力保障。不过，靠普通宇航发动机，是无法

完成月面安全软着陆任务的。

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了解到，月

球是真空状态，没有大气，意味着不能利用

空气摩擦实现减速。为完成探测器动力下

降、悬停等着陆阶段动作，要求发动机具备

推力深度调节能力。

2006 年，六院正式启动 7500 牛变推力

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经过艰苦探索，研

制团队先后突破“高性能、长寿命推力室”

“流量精确调节与稳定”和“发动机系统优

化与集成”3 大关键技术，发动机技术指标

基本满足探测器要求，为后续研制任务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 7500 牛变推力发动机鼎力支撑下，

2013年 12月，嫦娥三号探测器完成了我国

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2019年 1月，嫦娥四

号探测器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这

次，它又护送嫦娥五号着陆上升组合体平

稳落在月球。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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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1日电（叶雨恬 段逊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12 月 1 日 23 时 11 分，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

月球正面西经 51.8度、北纬 43.1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传回着陆影

像图。

12月 1日 22时 57分，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从距离月

面约 15 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7500 牛变推力发动机开机，逐步

将探测器相对月球速度从约 1.7 公里/秒降为零。期间，探测器进行

快速姿态调整，逐渐接近月表。此后进行障碍自动检测，选定着陆点

后，开始避障下降和缓速垂直下降，平稳着陆于月球正面风暴洋的吕

姆克山脉以北地区。着陆过程中，着陆器配置的降落相机拍摄了着

陆区域影像图。

成功着陆后，着陆器在地面控制下，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

开等状态检查与设置工作，将正式开始持续约 2天的月面工作，采集

月球样品。

①12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落月过程。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②嫦娥五号探测器动力下降过程中降落相机拍摄的图像。
国家航天局供图

③嫦娥五号探测器软着陆后降落相机拍摄的图像。
国家航天局供图

“ 嫦 娥 ”登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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