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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陈 丹 实习生 乔 煜 2020年 12月 30日 星期三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是不是通知错了？西藏有这么多科

技工作者，我怎么会得到这么大的荣誉？”

当得知获得 2020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

荣誉时，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眼科中心主任

次旦央吉不敢相信，连连说像做梦一样。

而事实上，在很多藏族百姓心中，她早

就是他们心中的“最美医生”了。

几乎跑遍高寒缺氧
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冬天寒冷且干燥。下乡的

时候，早晨 8时，次旦央吉早早就赶到手术

室准备当天的第一场手术。下午结束了手

术，她又马上去筛查明天手术的患者。

这是次旦央吉平常的一天。然而对于

患者而言，她如同天使一般为他们重新打

开了光明之门。

“妙手回春，医德高尚，无私奉献，重见

光明”……在次旦央吉工作的眼科科室，挂

满了锦旗。

2000 年，次旦央吉在西藏牧区、农区、

林区做了 3年眼病抽样性普查。她发现在

牧区和农区白内障发病率很高，林区相对

低一些。可是，很多农牧民并不知道白内

障可以医治。

如何让农牧民看眼病不出藏、甚至不

出村？次旦央吉几乎跑遍了整个高寒缺氧

的青藏高原，行程达 18万公里。

“20 年前下乡的时候，我们背着被子，

挑放假的时间到学校里临时搭个手术室，

医护人员也睡在学校，吃饭自己做。这样

附近的农牧民就能到学校里做手术，住在

我们用教室改建的病房里。条件虽然艰

苦，但是最终还是把复明的工作做下来

了。”次旦央吉说。

她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战胜不了的困

难，只有战胜不了困难的人。”

一声声“恩吉啦，吐几切（医生，谢谢

啦）”发自肺腑，一双双复明的眼睛灿若星

河。从医 32年以来，仅白内障一种手术她

就亲自参与完成 3 万多例，复明率达 99%，

她成为载入西藏现代眼科历史的里程碑式

人物。

守正创新藏医药事
业是她的崇高使命

出身藏医世家，守正创新藏医药事业，

仿佛就是她与生俱来的使命。

“1600 多年前，藏医就有白内障振波

手术，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必须要

发展。我们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做白内障手

术，但是术前、术中、术后治疗全有藏医药

参与，蕴含藏医药特色。”次旦央吉说。

为了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疗法，

1997 年至 2007 年，次旦央吉先后 4 次到尼

泊尔眼科中心进修，2015 年在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学习进修……

次旦央吉是西藏眼科研究领域学科带

头人。2015 年，她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她被聘为传承藏医药口述经验项目专家。

“藏医药跟西药是两个体系，藏医药和

中药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独特之处。”在次

旦央吉看来，“我们要把藏医药最先进、最

好的部分挖掘出来，跟现代医学技术联合

起来。这样，西藏的患者才能在最佳的时

间里得到最好的治疗。”

32 年的从医生涯中，她始终坚持学习

藏医学著作和现代医学理论，并运用于实

际。2004年，她开展操作西藏第一台 YAG

激光术；2007 年开展西藏第一台白内障小

切口手术；2014 年开展西藏第一台超声乳

化白内障和西藏第一台玻璃体切除手术；

2017年开展西藏第一台眼底激光术……

2018 年 9 月 29 日，西藏首个眼科中

心——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在西藏自治

区藏医院挂牌成立。为此，她付出了 7 年

多的时间。

至此，西藏眼科手术开展项目基本上

与内地一流眼科医院无差别，西藏农牧民

实现了看眼病不出藏。

“‘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份荣誉应该属

于所有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的西藏科技工

作者。正是所有西藏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挖掘藏医药精华，与现代医疗技术协

作、融合，才能为广大藏区百姓架起从黑暗

到光明的桥梁。”次旦央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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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科技工作者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刘垠）
29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线发布

2019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统计结果

显示，我国高质量国际论文数排名世界第 2

位，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闯入前 10；高被引论

文、热点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 2 位，增长

率分别达到 20%和 30%。

记者了解到，为落实改进科技评价体系、

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相关政策要求，中信所经

过调研分析，将各学科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次

数同居本学科前 10%，且每年刊载的学术论

文及述评文章数大于 50 篇的期刊，遴选为世

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在其上发表的论

文属于高质量国际论文。

2019 年，共有 394 种国际科技期刊入选

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发表高质量国

际论文 190661 篇。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

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 59867篇，占世界份额的

31.4%，排在世界第 2位；排在首位的美国发表

论文 62717篇，占 32.9%。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表现不俗。2019年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

最多的世界高校中，中国有 4 所大学进入前

10，分别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发表 2420 篇居第

2位，排在首位的哈佛大学有 4413篇。

而在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

界研究机构中，中国有 5 所机构进入前 10，中

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发表492篇居首

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396 篇排在第 2

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377篇位列第3。

我国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数量继续保

持世界排名第 2。截至 2020年 9月，中国高被

引论文数为 37170 篇，热点论文数为 1375 篇，

分别占到世界份额的 23.0%和 38.4%；美国的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数量，分别为 75146

篇和 1586篇，仍居第 1位。

我国工程技术和材料科学等 8 个学科领

域高质量国际论文数排名世界首位，成为本

次统计的一大亮点。此外，我国在各学科最

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数持续上升，

连续第 10年排在世界第 2位。

不仅如此，我国的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

量排名世界第 4，位次不变。《科学》《自然》和

《细胞》是国际公认的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科

技期刊，2019 年，这 3 种期刊共刊登论文 6456

篇，其中，中国论文为 425 篇，排在世界第 4

位；美国以 2562篇仍排在首位；英国和德国分

列第 2、3位。

与此同时，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总体产出

增长，科研机构向追求卓越转变。2019年，我

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 38.73万篇，比 2018年增

加 22.6%，卓越国际科技论文 22.56万篇，卓越

国内科技论文 16.17 万篇。其中，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学以及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的卓

越论文数量最多。

2019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出炉

我高质量国际论文数位列世界第二

近日，夏普8K 120英寸超高清电
视全球首发仪式在山东烟台开发区
富士康工业园区举行。

该 8K 120英寸超高清电视结合
了夏普独有的设计理念和原装面板
技术，是全球尺寸最大的 8K 液晶电
视 ，可 实 现 超 高 清 分 辨 率（7680×
4320 像素）及最高 120Hz 超高刷新
率。至此，8K 120英寸超高清电视在
烟台开发区富士康工业园区正式批
量投产。

图为技术人员在讲解 8K 120英
寸超高清电视功能。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全球尺寸最大

8K液晶电视发布

100 万 台 ！ 发 动 机 总 销 量 登 顶 全 球 第

一！这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潍柴集

团刚刚创造的世界纪录。

在海外欧美同类企业收入、利润分别下

降 2%和 89%的背景下，这家企业依然保持了

收入、利润同比增长 15%的逆市飘红，最终书

写了新的历史。12 月 28 日，在地处山东潍坊

总部的生产车间里，身着蓝色工装的潍柴人

用一场简单的仪式，纪念这一标志性时刻。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中国市场上，潍柴发

动机的价格高于欧美主要竞争对手 10%，市

场占有率却仍然领先。

这拒绝拼价格的底气，源自对核心技术

的掌控。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较晚，尤其在三大件

领域缺乏技术积累。而在破解了高效燃烧、

低传热、高可靠性、低摩擦损耗、低污染物排

放、智能控制等难题之后，今年 9月，潍柴发布

了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0%的商业化发动

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世界

500强、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沃

尔克马尔·邓纳尔认为，“这是柴油机发展史

上的历史性突破，树立了全球柴油机热效率

的新标杆。”

对于整车、整机而言，发动机并不是独立

存在的，需要一整套系统的通力配合才能发

挥出更大的效力。比如，潍柴发动机协同林

德液压，强强联合，赋予了发动机独一无二的

匹配优势，实现油耗低于竞品 15%以上，噪音

降低 2 分贝的整体性能提升，实现 1+1>2 的

协同效应。

科技创新不仅是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

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纵横捭阖的制胜

之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

的首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了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等八大重点任务。

国内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速大功率蓝擎发动机、国内第一台大功率缸

内直喷天然气发动机、国内第一套自主 ECU

电控系统……在一个个“中国第一”背后，是

潍柴“心无旁骛攻主业”的坚持。

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向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潍柴深耕内燃机行业 70余年，在柴油机

的制造和研发领域底蕴深厚，10 年累计研发

投入超过 300 亿元，聚集全球高端人才，不断

对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关，打造出“自主创

新+开放创新+工匠创新+基础研究创新”四

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实现了商用车

动力总成、CVT动力总成、液压动力总成核心

技术的突破，补齐了中国在这三大领域的核

心技术短板。

“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时，产品实力的比

拼就变得越发关键。我们也卖过其他品牌的

产品，结果卖不动。”在内蒙古中城建设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的高乐看来，市场是最好的“试金

石”，产品好不好，销量提供了最直观的答案。

用户的现身说法，道出了在疫情冲击下，

潍柴逆势而上，赢得市场先机的秘密。

环顾全球，汽车电动化似乎已成大势所趋。

而在潍柴的科技版图里，除了传统柴油

发动机，像高端大缸径发动机、燃料电池、控

制策略、智能网联等也已“崭露头角”，并掌控

了相关核心技术，筑起了科技“护城河”。尤

其是在新能源领域，他们整合全球资源，构筑

起“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为一体的

新能源动力总成，为赢得未来储备了实力。

将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里，让潍柴走向未来有了充足信心。

销量全球第一，源自掌握核心技术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

一项项技术难题得到突破，一件件技术

成果惠及民生，谱写着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

海 新 篇 ：2016 年 到 2019 年 ，取 得 科 技 成 果

2043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3 项；农业科

技园产值从 150.6 亿元增加到 230.6 亿元；每

万 人 口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从 1.53 件 增 加 到

2.71 件。

“十三五”以来，高原青海全面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

开放合作凝聚创新资源，以人才队伍建设构

筑创新根基，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升级，着力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为建设

创新型青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明

的走向。可以说，这是青海省科技创新前所

未有的“黄金五年”。

绿色，是高原发展永恒且不容动摇的底

色。5 年来，我们见证了青海在推进三江源、

祁连山国家公园、柴达木自然资源循环高效

利用和湟水流域污染治理，建立三江源、祁连

山、青海湖等重点生态区生态、生产、生活融

合发展科技体系方面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及

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技术及模式研究，完成

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发展规划；开展生

态整治示范研究，为祁连山江仓矿区生态修

复开辟了途径；开展祁连山黑土滩治理技术

集成示范，示范区植被盖度达 82%—89%，为

彻底解决黑土滩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建立

高寒矿区植被恢复技术体系，木里矿区植被

恢复区覆盖度平均达到 85%，为高寒地区矿

区复绿与生态恢复提供了技术遵循；建成三

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综合信息云平台和草情

监测与草畜平衡诊断系统，实现生态畜牧业

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

依靠资源禀赋，如何打出青海绿色产业

创新发展这张牌？“十三五”的 5 年间，我们见

证了青海在新能源领域，着力瞄准锂电、光

伏、光热发电工程化验证、全产业链配套等方

面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支撑并壮大了锂电、光

伏产业链条，培育并新形成了光热熔盐产业、

新型电池产业的一系列斐然突破。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是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5 年间，青海推动产

业链向高端迈进——建成国际首条 48 对棒

还原炉万吨级多品硅生产线；掌握高纯电

子级多晶硅核心生产技术，打破国外长期

垄断；引进最新电池技术工艺并消化吸收，

平均转换效率达到 23%，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青海省海南州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多能

互补发电基地；盐湖化工领域建成多条万

吨级碳酸锂生产线和镁系产品生产线，盐

湖化工产业区大宗废弃物循环利用集成示

范效果良好。

创新，是驱动高原农业发展的第一动

力。“十三五”期间，我们见证了青海构建育、

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创新模式，“青杂”

系列 16 个杂交油菜品种推广到全国 80%以

上春油菜种植区，并辐射到哈萨克斯坦，“青

薯”系列马铃薯品种每年在全国辐射推广面

积 1000 万亩以上；围绕沙棘、枸杞等浆果资

源开发，开展资源原生地抚育、新品种培育、

生物有效成分提取等技术研发，特色生物产

业创新发展能力得到增强。生态畜牧业利

用北斗、遥感卫星、地面牧草自动监测等技

术，实施天地一体化动态监测，建立高寒地

区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高草场单位面积载

畜 量 22% 至 38% ，牧 草 产 量 增 加 22% 至

43%。牦牛、藏羊分子遗传标记研究与应用

取得新进展，为牦牛、藏羊育种及改良提供

了新方法。

包虫病科研攻坚取得突破性进展，传统

藏药焕发新生机，从激活科研机构、激活科技

成果到激活科技人才……5 年间，高原科技

“活水”全方位激活，青海各领域实现了从“跟

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高原青海创

新发展迎来又一春。

车轮不断向前、创新永不止步，站在“十

三五”眺望“十四五”，高原青海将把握建设创

新型省份的又一个“黄金五年”，实现绿色发

展提档升级。

科技创新谱写青海绿色新篇
“十三五”成就巡礼

本报记者 张 蕴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张晔 王

迪 记者张强）记者 29日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获悉，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被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授予“科研实验

室认可证书”，标志着该实验室成为全军第一

家、全国第三家通过国家标准化体系认证的科

研实验室。

此次获得“科研实验室认可证书”，意味着

该实验室具备了进行规定类型检测和校准服

务的技术能力，科研成果能够获得签署互认协

议方国家和地区认可机构的承认。

为全速发动军事科研创新引擎，军事医学

研究院党委机关对照国家认可委制定的科研

实验室国家标准《科研实验室良好规范》，加强

全院科研实验室规范化建设，并以蛋白质组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先行试点。该实验室结

合实际制定《科研实验室认可准则》，将实验室

建设标准归纳为“人、机、料、法、环、档”6 个方

面，提出人员进出规范、检定校准常态、材料标

识明确、实验方法科学、环境参数达标、档案采

集及时等 20 项建设标准，形成了完整的实验

室管理闭合环路。

据悉，得益于规范化运行实践，该实验室

取得显著成绩——领衔实施“中国人蛋白质组

计划”，首先开展蛋白质组学胃癌、肝癌、肺癌

分子分型研究，首先提倡蛋白质组学驱动的精

准医学（PDPM）研究范式，在国家科技部 2 个

五年评估中蝉联优秀。

全军首家！
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认证

科技日报合肥12月29日电 （记者吴
长锋）记者 29 日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

悉，法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线圈

测试现场传来喜讯，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等离子体所承担研制的 ITER PF6 线圈一

次性通过所有验收测试项目，验收工作圆

满完成，即将作为磁体系统中首个线圈安

装至 ITER 主机中，为 ITER 计划 2025 年

第一次等离子体放电的重大工程节点奠定

了重要基础，对于 ITER 计划进度具有积

极的提速推进意义。

ITER 现场的冷测试是检验超导磁体

质量和性能最为全面和严苛的一次检验，

是判断其能否最终投入安装的最后一关。

整个线圈的冷测试工作长达 5 个月，主要

包括降温前后的 15千伏帕邢测试、30千伏

直流耐压测试、电流通断检测、压降测试以

及检漏测试等共计 10余项的测试项目。

为保障顺利完成此次测试工作，项目

团队在法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大背

景下逆行而上，派遣技术工程师坚守在测

试一线全过程见证所有测试项目，为 PF6

线圈的测试验收做最后一次护航。据线圈

的最终测试报告反映，所有测试项目均一

次性通过，测试结果均符合验收标准。其

中帕邢测试中所有气压条件下的漏电流分

布优于 ITER 规定的技术要求；整体检漏

的漏率优于验收标准近 2个数量级。

PF6 线圈是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

体所通过国际竞标承接的欧盟采购包制造

任务，在过去 6 年研制过程中接受了全过

程检测并通过了出厂验收测试。PF6 线圈

所有关键制造工艺及部件的技术验证全部

一次性通过 ITER 国际组织认可，双饼制

造合格率达到 100%，超导接头性能显著优

于 ITER 技术要求。今年 3月，团队克服全

球疫情蔓延、物流严重受阻等诸多不利因

素的影响，精心策划安排，使 PF6线圈按计

划安全顺利运抵 ITER现场。

作为一例中欧双方卓有成效的国际合

作的典范，PF6 线圈的生产设备实现全国

产化，推动国产技术、产品质量和管理经验

走出国门，同时还发展和完善了超导磁体

制造的标准和相关规范。未来通过更深入

广泛地参与 ITER 安装工程和实验运行，

我国将会在 ITER 计划乃至世界聚变工程

技术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让“中国设

计”和“中国制造”更广泛地应用于国际大

科学工程，同时也为自主建造中国聚变工

程试验堆奠定坚实基础。

ITER关键部件PF6线圈通过最终验收

近日，山东烟台一家企
业展示多款自主研发、适合
不同场景的“静电喷雾”消杀
设备。该设备将陆续投放到
医院、学校、车站、机场等地，
用于疫情防控消杀。目前，
全球 24 个国家和地区纷纷
订购该产品。

图为工作人员演示消杀
设备。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