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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科技创新世界潮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9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网站

8 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周二表

示，欧洲必须维护其“数字主权”，以降低对美

国科技巨头的依赖。他同时概述了实现这一

“数字主权”的三大措施。

马克龙说，尽管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

各大数字平台促成了社会“大变革”，但在科

技方面，欧洲需要有“欧洲解决方案和欧洲

主权”。

马克龙在与 Skype联合创始人、瑞典亿万

富翁尼格拉斯·岑斯特罗姆交谈时指出：“我

们需要欧洲融资、欧洲解决方案、欧洲人才以

及欧洲法规。”

他补充说：“我们有监管，但我们没有与

几家大科技巨头抗衡的科技巨擘。”马克龙所

谓的科技巨头指美国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

逊等公司。

马 克 龙 同 时 概 述 了 欧 洲 实 现“数 字 主

权”战略的三大措施：欧盟更多地参与到科

技公司的创业融资中、构建促进保护隐私

和发展技术创新的“数字单一市场”、打造

欧洲云和数据解决方案以减少对美国公司

的依赖。

在欧盟力争成为全球科技领头羊的过程

中，“数字主权”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欧盟旨在借此应对和反击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的主导地位。

据悉，欧盟很快将公布一套具有开创性

的新规则，加大对数字市场和服务的管理，

这将给谷歌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带来重

大影响。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德国和法国发起

了一项名为 Gaia-X 的项目旨在为欧洲的数

据基础设施开发一个新框架，根本宗旨是为

欧洲未来的云提供商的发展保驾护航。Ga-

ia-X 已于今年 6 月公布，新架构预计于明年

上线。

岑 斯 特 罗 姆 所 在 的 风 险 投 资 公 司

Atomico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2020 年，欧洲

科技初创公司有望获得超过 410 亿美元的

初始投资。该报告还强调，欧盟在筹集增

长资金和使科技更加多样化方面面临诸多

挑战。

法总统马克龙提出：

欧洲应实现“数字主权”降低对美科技巨头依赖

梁广植博士是韩国五级公务员，全罗南

道光阳湾自由经济区管理厅外资处处长。

初 识 梁 博 士 ，是 在 中 韩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FTA）签订不久，光阳湾区引进首个中国投

资项目之后。由于这项开拓性进展，他获得

了全罗南道道厅的嘉奖。

不久前见面时，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光

阳湾区中国企业发展顺遂。第一个前来投资

的山东宜品乳业“大发利市”，追加投资 1500

万美元兴建的二期工厂投产在即。最新进展

是中国明泰铝业集团投资 8 千余万美元的铝

板和铝箔生产基地项目，去年年底已经开工。

梁博士表示，重化工业是全罗南道的支

柱产业，而锂电池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和高

精尖零部件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光阳湾区作

为自由经济区，正在发挥关键作用。

韩国自由经济区的优势

同中国的特区类似，韩国的自由经济区

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

根据相关立法，韩国自由经济区的管理

机构是“自由经济区委员会”，会长由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担任，政府其他各部委的

次官担任委员。委员会下设“自由经济区企

划团”，负责具体业务。

从 2003年开始，经过陆续新设和调整，韩

国共指定了 7个自由经济区，地域分布大体均

衡，各有优势和侧重。截至 2018年底，自由经

济区累计吸引外资 178 亿美元，有 5250 家国

内外企业入驻。

自由经济区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费、放

松监管、提供金融支持等，也很注重改善外商

的商务和生活条件。

韩国自由经济区的优势之一是经济活动

国际化水平较高。韩国已经与包括美国、欧

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签

署了 FTA，覆盖全球经济规模 75%以上。

此外，在一些产品门类上，韩国原产地标

签被认为具有竞争优势。韩国的基础设施、

法律环境、劳动力素质等也得到较高评价。

据介绍，光阳湾自由经济区位于韩国本

土最南端，主要由全罗南道的丽水市、顺天

市、光阳市和庆尚南道河东市的滨海区域组

成，产业园布局以光阳港为中心。

光阳湾区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方面：首

先是地理位置优势突出。光阳湾区位于东北

亚三国物流的中心位置，也处于东北亚到太

平洋的主航道上。光阳港是韩国最大的散装

货和第二大集装箱货运港，2019 年吞吐量超

过 3亿吨。

其次，光阳湾区密布着大型重化工业企

业和国家级产业园，钢铁和石化产能位居韩

国甚至全球前列，总产值高达 1100亿美元，发

展制造业的优势不言而喻。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光阳湾区管理厅

推动的光阳港腹地扩容方案已经获批。外资

使用工业土地可以以租代买，租金每平方米

每月大约 1.5元人民币，50年不变。做出这种

安排无疑是软实力的体现。

“老工业区”谋划“新材料”

据介绍，光阳湾区拥有世界级的化工和

钢铁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创新和成长的速度

难以同新兴产业匹敌。随着新能源技术走向

成熟，全罗南道道厅开始谋求产业升级，并且

确定了以锂电池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和高精

尖零部件两大方向。

全罗南道已经启动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园改造计划，引进最新技术改善老旧设施，提

升园区环境及安全标准，确保创新能力和可

持续增长。

为了支持新产业和新投资，韩国首个专

业橡胶测试和认证机构“高级橡胶材料支持

中心”几个月前在全罗南道开业。首个“金属

加工及热处理支持中心”也即将开始建设。

在今年 11 月举办的投资说明会上，道厅

官员和与会专家强调，韩国电力公社总部位

于全罗南道罗州市，电力公社推动的“能源

谷”计划、中央政府认证为“监管特区”的能源

新产业项目等都落地罗州，道政府推动的韩

国首个锂电池回收项目吸引了韩国三大动力

电池企业同时参与。这些有利条件同光阳湾

区的锂电池材料产业、灵光郡的轻型电动汽

车产业、西南沿海地区的风能产业结合起来，

将发挥巨大的协同效应。

浦项化学进驻光阳湾区后局面一新。浦

项化学马不停蹄地扩充锂电池材料以及锂、

镍等正极相关材料产能，也带动了高科技材

料投资的增长。

浦项制铁董事长崔正宇的判断是，锂电

池材料业务将很快与集团的钢铁业务并肩。

光阳湾区管理厅厅长、全罗南道前代理

知事金甲燮表示，光阳湾区要抓住技术机遇，

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打造未来成长动力。

很多韩媒关注韩国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

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有媒体预测说，光阳

湾区有望成为“电池谷”，晋身韩国乃至全球

高科技材料“新贵”。

竞争相当激烈。

位于韩国东海岸的浦项市也已经制定好

“锂电池领先”战略。浦项拥有研究型大学浦

项工大、浦项加速器中心、浦项工大电池研究

中心和浦项制铁电池材料研究中心，研发实

力令人瞩目。

谋 求 产 业 升 级

锂电池激发韩老工业区发展新动能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 举

科技日报北京12月9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检

测仍然是跟踪和遏制该病毒的关键策略。据

《每日科学》杂志 7日最新消息，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格兰杰工程学院生物工程研究生玛哈·
阿拉菲夫所在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快速、

超灵敏的检测方法，使用一种纸基电化学传

感器，可在 5分钟内检测出病毒的存在。

利用类石墨烯二维纳米材料制造生物传感器

主要优点是灵敏度高、生产成本低、检测周期快。

该团队使用石墨烯开发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带

有电子读取装置，可以选择性地检测新冠病毒

RNA的存在。传感器有两个组件：用于测量电子

读数的平台和用于检测病毒RNA的探针。

研究人员首先在滤纸上涂一层石墨烯纳

米片，以形成导电，然后在石墨烯上放置具有

预定设计的金电极，作为电子读取的接触

点。金和石墨烯都具有高灵敏度和导电性，

使得该平台对检测电信号的变化非常敏感。

当前的新冠病毒 RNA 检测可筛选出新

冠病毒中是否存在 N 基因（核衣壳磷蛋白）。

在本研究中，研究小组设计了反义寡核苷酸

（ASOS）探针，以瞄准 N 基因的两个区域。在

一个区域发生基因突变的情况下，以两个区

域为目标可确保传感器的可靠性。此外，金

纳米颗粒（AuNP）被这些单链核酸（ssDNA）

覆盖，这显示出传感探针的超灵敏性。

该团队使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和阴性

的样品测试了传感器的性能。与阴性样品相

比，传感器显示阳性样品的电压显著升高，并

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确认了病毒 RNA 的

存在。此外，该传感器能够区分这些样品中

的病毒 RNA 载量。病毒载量是衡量感染进

展的重要量化指标，也是使用现有诊断方法

进行测量的一个挑战。

便携性和低成本让该传感器具有广泛的

应用性。其与微控制器和 LED 屏幕集成在一

起，或者通过蓝牙或 WiFi与智能手机连在一

起，可以在医生办公室甚至家庭医疗点使

用。除新冠病毒之外，研究团队认为该系统

还适用于检测许多不同疾病的病毒。

纸基电化学传感器：5分钟内测出新冠病毒

这两天，美国人彼得·腾森正带领团队，

帮助俄罗斯和江苏的科技企业“云牵手”，努

力将俄罗斯先进的技术引进江苏 ，例如如

何为医院提供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将患者的

诊疗信息、身体状况集成显示，协助医务人

员诊疗。

自 2016年在南京江北新区创立南京腾森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彼得已经帮助 50 多家国

际科技公司落地中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南京寻

找发展机遇。在更多的外国人眼中，南京的

科创、政策、政务、工作和生活环境独具吸引

力。近日，在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公布

的“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

中国城市”榜单中，南京位列第 7。

他们来南京寻找创新机遇

于 1982 年首次来华的彼得，用“震惊”形

容中国近 30 年的沧桑巨变。“中国的基础设

施、科技实力、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了巨大进

步。”曾为摩根大通、美林和瑞信提供软件顾

问服务的彼得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信号：“中国

未来的发展机遇不可限量。”

2016 年，彼得接过南京伸出的橄榄枝，

“我们专注于建立国际技术转移生态体系和

搭建跨境创新创业的桥梁，南京有很好的工

业基础和许多科研院所，又有不错的人才引

进政策，这很吸引人”。

“南京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名城建设第

一资源，先后出台创业孵化、个税奖励、购房

安居、非共识性人才‘举荐制’等举措。”南京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南京实施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项目内容上既

支持个体引进，又鼓励团队“作战”，既补贴

“人”又资助“法人”；同时，打破原来以合同社

保为硬性要求的引才壁垒，鼓励用人单位通

过项目合作，技术研发等方式，柔性引进外国

人才；此外，细化人才评价指标、赋予企业更

大的人才举荐权、开展人才飞地建设。

外国专家与南京美美与共

科技人才引进来，如何留得住、用得好，

考验的是当地的科创氛围和政府的“店小二”

意识。

来自印度的 Bala 博士曾先后在国际知名

药企任职，2019 年 1 月加盟先声药业担任研

发总监，目前他带领一个 15人的团队，主要从

事抗肿瘤等项目的制剂研发。

“此前我在国外做抗肿瘤药物研究时，因

为技术限制难以实现，但现在先声药业提供

了条件，可以让我推进研究，我参与研发的一

个项目还得到了南京 50 万元的支持。”Bala

说，南京还会定期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并征

求他们的意见，他也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科技

会议与大家分享交流。

“Bala 帮我们在缓控释新剂型研究方面

提供了技术支持，由此我们取得了几个高壁

垒仿制药的立项。”先声药业政策事务部总监

罗兴洪表示，目前，先声药业在职的外国专家

有 30多人，他们提高了公司的研发能力，也加

深了公司对美国、欧盟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的了解。

美籍华人洪觉慧，曾担任新美亚总裁、富

士康集团副总裁、惠普公司副总裁，2014年在

南京创办南京魔迪多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对 于 创 业 公 司 来 说 ，技 术 迭 代 和 资 金

需求首当其冲。对此，南京经开区为其对

接南京银行、江苏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

构并提供政策性贷款信息，同时为其对接

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邮电大学的科研团队

进行技术支持。目前公司已获得发明专利

和软件著作权共 22 项，2018 年被认定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被评为南京市培

育独角兽企业。

“走遍世界各地，南京这片创业热土让我

深深地触摸到创新活力。”洪觉慧说。

招才引智广发英雄帖 外籍科技人才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金 凤

光阳港 图片来源：光阳湾区管理厅官网

南京腾森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CEO彼得·
腾森（右一）在南京首个“外国专家书屋”与
记者交流。 本报记者 金凤摄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应用物理快报》近日报道，美国俄

勒冈州立大学在新型光学传感器研发上取

得重大进展。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光学传

感器，可更逼真地模仿人眼感知物体变化

的能力。这一成果有望带来图像识别、机

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重大突破。

目前的信息处理算法和体系结构变得

越来越像人的大脑，但信息接收的方式仍

是为传统计算机设计的。为了发挥其全部

潜能，更像人脑那样“思考”的计算机需要

更像人眼那样“看”的图像传感器。

人眼包含约 1 亿个感光器，但视神经

与大脑的连接只有一百万个，因此在传输

图像之前，必须在视网膜中进行大量的预

处理和动态压缩。

传统的传感技术，如数码相机和智能

手机中的芯片，更适合顺序处理。每个传

感器都会产生一个幅度随其接收的光强度

而变化的信号，这意味着静态图像会使传

感器产生较为恒定的输出电压。

在新型视网膜形态传感器中，利用了

钙钛矿的独特光电性能。钙钛矿置于厚度

仅几百纳米的超薄层中充当电容器，在光

照下，它会从电绝缘体变为导体。因此传

感器在静态条件下保持相对安静，当检测

到光照变化时，会记录一个短而尖锐的信

号，然后迅速恢复到其基线状态。

研究人员通过模拟一系列视网膜形态

传感器，以预测视网膜形态摄像机如何响

应输入刺激。例如，在棒球练习的模拟演

示中，内场球员显示为清晰可见、明亮的运

动物体，而看台等相对静止的物体逐渐消

失。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只鸟飞进了视

野，然后停在一个看不见的喂鸟器上，几乎

消失了，却在起飞时重新出现。

研究人员还可将任何视频输入这些模

拟，并以与人眼基本相同的方式处理信

息。比如让机器人用这些传感器来跟踪目

标的运动，其视野中的任何静止状态都不

会引起响应，一旦目标发生运动，则会产生

高压，立即告诉机器人目标的位置，而无需

进行任何复杂的图像处理。

这种新型传感器还能与神经形态计算

机完美匹配。神经形态计算机与传统计算

机不同，是一种模拟人脑的大规模并行网

络，为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技术和高

级图像识别中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提供支持。

人脑所处理的信息，超过 80%都是通

过眼睛获得的，而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能

力，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网膜的结构和

功能。因此，构建出一个可以媲美人眼、能

够同步进行信息探测和处理功能的视网膜

传感器——或者说，真实模仿自然界生物

的眼睛，一直是许多工程师的梦想。近几

年，这一领域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有价值的

突破，譬如本文中的光学传感器就是其中

之一，不过，要想看到这一技术走向实际应

用，或许至少还要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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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

探测器“隼鸟 2号”释放的可能装有小行星

“龙宫”岩石样本的密封舱于6日凌晨进入地

球大气层，约 30分钟后，于当天凌晨 4时 24

分（日本时间凌晨2时54分）在澳大利亚南部

的伍默拉附近沙漠按计划着陆并被回收。

这是继第一代“隼鸟”之后的又一壮举。自

发射以来，“隼鸟 2号”在相当于 6年的 2195

天中飞行了52.4亿公里，至此探测结束。

研究人员已对密封舱内部是否含有来

自小行星的气体进行了检查，并于 8 日将

其送达 JAXA相模原校区进行详细分析。

“隼鸟2号”密封舱成功回收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市民综合医疗

中心与横须贺共济医院组成的研究小组，

与网络调查公司 iBRIDGE 共同实施了全

球首个关于吸烟与排尿功能障碍的大规模

临床研究，确认吸烟是排尿功能障碍症状

恶化的主要原因。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一种以尿急和尿频

为主要症状的疾病，日本每 8个人中就有 1

人罹患此病。本次研究是全球首个调查吸

烟与排尿功能障碍之间关系的大规模调

查，同时也是 2004 年以后对日本成年男性

排尿功能障碍症状进行的大规模临床研

究。此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吸烟在所有年

龄层都是引起排尿功能障碍的风险因素。

另外，吸烟对排尿功能障碍的影响在年轻

人中尤为明显，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受高龄、

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

所以凸显了吸烟的影响。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吸烟会恶化排尿功能障碍症

（上接第一版）法方赞赏中方为达成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所作重要贡献，以及在疫苗、减

缓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希望同中方继续就气

候变化、公共卫生、对非合作等重大全球和

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合作。我希望适时再次

访华。

两国元首就下阶段双多边合作进行了

讨论，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责成各自相关

部门加紧落实：

一、欢迎两国立法机构领导人将首次

以视频方式出席中法议会交流机制第 11

次会议。

二、在生命医学、生物育种、月球和火

星探测、卫星研发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三、通过口岸热线联络等机制提升海

关检验检疫合作水平，确保供应链稳定。

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困难，加快推进

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技术磋商，争取早日

就合作协议达成实质性成果。

五、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巴黎 2024

年奥运会为契机，加强奥运和民间交流合

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六、欢迎《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将于

2021 年初正式生效。支持茶叶、葡萄酒、

奶酪等中法高品质特色农食产品走进彼此

千家万户。

七、积极参与“加速新冠肺炎疫苗和药

物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的合作倡议”和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加大对发展中

国家的帮扶力度，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真

正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八、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支持办好今年 12月 12日气候雄心峰

会和明年 1 月“一个星球”峰会，动员国际

社会更积极参与明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推动上述重要国际议程取

得积极成果。

双方还就伊朗核、南极海洋保护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