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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新局·破难题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吴红梅 本报记者 王 春

5月 31 日，非遗传承人走
进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九条小
学，与孩子们共度六一节。小
学生们在欢快的气氛中了解传
统文化，体验非遗。

图为同学们体验非遗制
作。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非遗技艺
进校园

◎本报记者 矫 阳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既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大考。5 月 31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先行先试，发布政企携手

打造的“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积极探索运

用数据赋能，示范引领“双碳”目标的落地。

此次发布的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全面

整合了电力、水务、燃气、政府、社会等多方系

统平台数据，以企业能源碳排放量、清洁能源

碳减排量、交通电能替代碳减排量等能源碳

排数据为分析对象，为政府部门、能源企业、

用能客户提供能源碳监测、能源碳评估及能

源碳预测等功能。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更多创新和合作的

可能。”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表示，目前,浦东

新区正在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将在坚持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在能源碳监测功能中，平台依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构建

碳监测算法，为政府提供能源碳排热力图，使

政府直观地了解区域能源碳排情况。同时，

平台根据历史能源碳排数据，生成各区域、行

业、企业（园区）的能源碳排同比、环比增速信

息，辅助政府科学、高效地开展区域规划、产

业升级、高碳排企业监管。平台为企业提供

“碳查查”服务，企业通过输入自身能耗、行业

类别等信息，自动生成企业能源碳排信息，形

成平台黏性。

在能源碳评估功能中，平台基于对区域、

行 业 、企 业 的 能 源 碳 排 监 测 数 据 ，通 过

Mann-Kendall趋势分析检验法等大数据分析

技术，根据各区域、行业、企业的能源碳排放增

速，评估是否已经实现碳达峰，并进行评级打

分，为各区域、行业“双碳”对标提供数据参考。

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还通过开发“能源

碳预测”功能，实现“碳”望未来。以区域历史

GDP、电量、清洁能源占比等数据为基础，通过

大数据分析，为平台用户提供能源碳排放趋势

预测，配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上海市

2020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助力平台用户

开展碳市场政策研究、配额测算等工作，并生

成《2020年浦东新区能源碳排分析报告》。

以服务园区客户为例，围绕张江人工智

能岛实现园区能源在线监控的需求，云平台

为张江人工智能岛订制开发了园区智慧能源

监控系统，接入了园区二/三级能耗数据，实

现了园区智慧能源管控的“一屏知天下”。云

平台对能耗、碳排情况进行了评估分析，发现

园区绿色交通减排量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可

通过光伏等综合能源项目进一步提升新能源

发电减排量。

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智慧能源“双碳”

云平台项目负责人陈赟介绍说：“我们将依托

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在‘观碳’‘算碳’的

基础上，加快建立能源‘双碳’标准体系，融合

发挥新区政策优势，积极拓展双碳评估、零碳

园区、绿色金融等应用服务场景，为政府提供

抓手、为企业提供支撑，营造‘双碳’生态圈，

引导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构建新发

展格局下的低碳产业生态集聚区，支撑浦东

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当天，浦东新区发改委、科经委、生态环

境局及城运中心与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等

五方签署了“双碳”战略合作协议，国网上海

浦东供电公司与上海环交所及国网英大集团

长三角金融中心等三方签署了“双碳”战略合

作协议。一个凝聚了浦东新区政府、国网上

海浦东供电公司、国网英大集团和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等多方合力的“双碳”战略合作联

盟正式形成。

上海浦东先行先试上线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

至今，已通车84年的钱塘江大桥，汽车仍

川流不息，火车呼啸而过。“钱塘江大桥日通过

客货列车 64 列，其中客车 58 列，货物列车 6

列。其中复兴号‘绿巨人’10列；公路通过汽车

上万辆。”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

杭州工务段钱塘江大桥车间主任涂明说。

钱塘江大桥为上下双层钢结构桁梁桥，

全长 1453米，宽 9.1米，高 7.1米，是我国第一

座现代化大桥。它的设计者，就是被誉为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的茅以升。

茅以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仅用

一年就取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卡内基理工

学院攻读博士时，其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

次应力》中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1920 年，茅以升回到祖国，先在多所大

学执教，后于 1933 年 3 月，开始主持建造钱

塘江桥。

钱塘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江底流

沙厚达 41米，变迁莫测，每月都有大潮水，素

有“钱塘江无底”“钱塘江上架桥——办不

到”的谚语，大桥建设工程之难难以想象：江

底淤泥又滑又厚，木桩一打就裂；600吨重的

沉箱一入激流，犹如脱缰野马乱窜；日军飞

机也空袭不断。

面对生死考验和巨大压力，茅以升毫不

退缩。

他创造性地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

和“浮运法”，成功解决了打桩、建墩和架梁

等各种难题。

1937 年 9 月 26 日清晨 4 时，一列满载抗

日军火物资的火车，从大桥上驶过钱塘江，两

岸一片沸腾。这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建

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打破了外国桥梁

专家“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的谬论，

被誉为中国近代桥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作出了

杰出贡献。运输了不计其数的抗战物资，转

移了上百万群众。

1937 年 12 月 23 日，大桥通车仅 89 天，

茅以升接到密令：炸掉大桥，不让日军占

用！茅以升心如刀割般地执行了命令。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带着精心保护的 14

箱资料回到杭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钱

塘江大桥修复完成，重获新生。

建设钱塘江大桥时，茅以升先后吸收了

15所大学数百名工科学生前来实习，为中国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桥梁专家。南京长江大

桥、南昌赣州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的总工程

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了长

江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和建造，

解决了桥梁建设中十多个技术难题。如今，

武汉长江大桥虽已超过设计时限，仍然能正

常通车，安全无恙。

年近八旬时，茅以升仍主持设计了重庆

石板坡长江大桥。晚年，茅以升仍不余遗力

地开展科普工作，为青少年做了30多场报告，

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并主持编写了

《中国古桥技术史》等专著，为我国桥梁建设

和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经历中国 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际会，茅

以升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66岁时，茅以升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

但他遵照党组织“留在党外工作，对国家、对

党更有利”的建议，一直致力于帮助在海外知

识分子们回国，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1985年，茅以升觉得不能再等了，经过深

思熟虑，他又正式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

已年逾90，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

之殷切希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

请，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87年，

91岁的茅以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

了终生的夙愿。

晚年回顾一生，茅以升说：“人生之路崎岖

多于平坦，忽似深谷，忽似洪涛，好在有桥梁可

以渡过，桥梁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奋斗’！”

1989年 11月 12日，茅以升在北京病逝，

终年 94岁。为纪念这位桥梁大师，在茅以升

诞辰 101 周年这一天，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发

现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茅以升星”。

（科技日报北京5月31日电）

茅以升：架设名为“奋斗”的人生之桥

“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

急、最紧迫的问题去。”5月2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上的“动员

令”指明了奋斗方向，也让聊城市农科院党组

书记、理事长王绍军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5月底，科技日报记者在该院调研时发

现，近四年来，他们打破原有“衙门式”组织

架构和旧科研管理模式，建立了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科研团队为主导，符合地方产

业发展需要的新机制。由此，激发了科研

人员积极性，推出转化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帽子”上，曾坤都

是一个年轻人，但她掌握了解决问题的能

力。正是这种能力，让聊城市农科院管理

层看到了其成长潜力。在新选人用人机制

下，曾坤到该院不到一年就进入中层管理

岗位，成为实验中心主任。

聊城市农科院副院长熊永星说，根据新

机制，岗位不再与职称挂钩，也不再“一聘定终

身”，而是强调以实绩论英雄，能者上、庸者下，

每4年根据绩效考核重新聘任。此举激发了

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人才的创新活力。

在去年中期考核中，“晚熟葡萄‘冰美

人’在鲁西地区栽培技术创新集成项目”因

进展缓慢吃了一张“黄牌”，让负责人倍感

压力。而另两个项目直接被“红牌”撤销，

收回资金。

聊城市农科院科研中心主任李海涛向

记者表示：“绩效考核是指挥棒，科研人员

从课题选择到科研全过程，都需要不断提

升项目实施效率。”

据了解，在课题申报方面，该院实行

“揭榜制”，谁有本事谁干；所有科研经费统

一管理，资金跟着项目走；同时，按照产业

对接服务、试验示范成效等方面量化考核

项目，实行“红黄牌”警示制度。

作为基层院所中的一员，聊城市农科

院要想在时代的浪潮中有所作为，改革是

必要的。

“相较于省级及以上科研院所，基层科

研院所力量相对薄弱。”王绍军认为，农业

科技成果的就地转化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在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之一——山东

富邦菌业公司，他们与聊城市农科院合作

的“草菇的周年化栽培”研究成果打破了草

菇只有夏季才能种植的历史，单品市场占

有率增长了 30%。

目前，“秸秆集中发酵”“周年化出菇

棚”技术模式带动了一批周边群众加入食

用菌产业。

长期扎根一线的聊城市农科院蔬菜工

程中心副主任刘刚深有感悟，“科研人员只

有走到田间地头、钻进大棚里才算真正地

接地气，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内提素质”的同时，该院“外抓协

作”。比如，他们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

院等机构开展合作，瞄准产业瓶颈展开攻

关；成立了多所县级分院展开本地化产业

课题研究；同时，选派科研人员挂职科技副

镇长，进基层、进企业，零距离服务地方特

色产业发展，加速成果转化。

聊城市农科院为什么要改革？除了时

代呼唤之外，内在声音也在推动改革。

始建于 1959 年的聊城市农科院曾为

该市“三农”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发展到

今天，旧机制已不再适应新需求。2017

年，聊城市委巡察发现诸多问题，4 名原院

领导班子成员、7名中层干部和 4名普通职

工受到处理，全院工作停滞长达 4个月。

王绍军向记者坦陈，原来“衙门”色彩

浓厚，下属单一作物研究所均为科级单位，

人、财、物独立管理，项目实施监督不到位；

一些所长长期把持项目资源，独占科研成

果，年轻人得不到成长。他们担心利益受

损，不愿“放权”，阻碍改革。

在此背景下，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

“回归科研本原”为导向的改革开始了。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该院机构重设

后，所有人员“全体起立，重新上岗”。科研

团队整合国家、省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岗位等资源，招录引进一批年轻人才。

经过近四年改革，聊城市农科院焕发

了青春的活力。但王绍军说，改革没有完

成式。面对未来的发展，只要有利于科研，

我们还会继续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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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在飞鹤 5·
28 中国宝宝日发布会现场，丹麦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博士、美国油脂化学家学会中国

分会副主席徐学兵发布了全球首款有机专

利 OPO，并称这是有机奶粉“母乳化”过程

中的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医学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

授许雅君介绍说，婴儿的能量供应以及神经

发育离不开脂肪酸。脂肪酸种类较多，在母

乳的脂肪酸分子中，棕榈酸占很大比例，且大

部分棕榈酸连接在甘油三酯的sn-2位上，这

样能够减少棕榈酸与食物中的钙结合形成难

溶的钙皂。钙皂的存在会使婴儿粪便硬度增

加甚至便秘。普通植物油和其他常见脂肪，

棕榈酸有很大比例连接在甘油三酯的sn-1位

或者 sn-3 位，这样的结构较易形成钙皂。

OPO是一种特定结构的脂肪，它的sn-1位和

sn-3位是油酸，sn-2位是棕榈酸，能够模拟母

乳脂肪的上述结构特点，因此能够减少肠道

内钙皂生成，软化粪便，减少便秘的发生。

飞鹤研发团队很早就开启了配方奶粉

在结构上接近母乳的科研创新，并做了多

年的有机 OPO 的技术攻关和储备。徐学

兵强调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机 OPO

在 OPO 总量中的占比都不足千分之一，是

非常稀缺的资源。”

据中国飞鹤研究院副院长蒋士龙表

示，此次发布的“全球首款有机专利 OPO”

这一研究成果是母乳研究的新突破，标志

着我国在婴幼儿配方奶粉方面的科研创新

又有了新进步，将开启有机奶粉的微观结

构配比研究新纪元。

有机专利OPO提速有机奶粉母乳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张
天赐）为提高农业重点特色产业核心竞争

力，宁夏科学技术厅和农业农村厅近日联

合印发《自治区种业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力争到 2030 年，全区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

水平显著提高，种业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通过公益性与商业化相结合、重点突

破与统筹兼顾相结合、技术创新与品种创

新相结合、自主培育与引进筛选相结合，争

取农业新品种培育取得重大突破，培育小

麦、水稻、玉米、马铃薯、酿酒葡萄、枸杞和

饲草等优新品种 40个左右，建成优质高产

奶牛、肉牛品种培育和育种核心群，确立滩

羊保种区滩羊主养品种优势。”科技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宁夏将建立完善种质资源

保护体系，建成规范的农业种质资源库和

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使自治区级种质资源

保存量达到 2.5万份；进一步完善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良种繁育体系，鉴定筛选优异

种质资源 300 份以上，克隆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 30

个以上，创造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新种质

材料 500 份以上，建设种质资源圃（场）10

个、重要野生资源保护区 8个、引种筛选示

范和良种繁育基地 30个。

为使种业研发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宁夏计划建成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创

新平台 3—4个，引进培养具有国内先进水

平的种业创新团队 6—8个，科技型种业龙

头企业达到 30家以上，以企业为主体的现

代种业体系初步形成。

自治区科技、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和农

科院等研发机构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推进。

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集中自治区重点研发、

基础条件建设、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支持种业科技创新；一方面充分运用

后补助、成果奖励、科技型企业奖励补贴等激

励性政策，支持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参

与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宁夏启动种业科技创新行动

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年过

九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

写下了寄语：科技创新，强国兴邦。

她也用一辈子践行了这句话。

“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同

意吗？”2019年，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

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评选组，屠呦呦的反应，

是反复确认这些问题。尽管已经获得诺贝尔

生理或医学奖，尽管名字已经近乎家喻户晓，

但屠呦呦依然不习惯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始终惦记的，还是

青蒿素。

从几十年前起，屠呦呦就一直在跟青蒿

素打交道。

1969年 1月 21日，年轻的屠呦呦了解到

一个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她

的科研人生就此迎来转折。

“523”任务，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

项目，也是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

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就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

速度赛跑。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

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

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

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

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

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

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到 1971 年 9 月初，课题组筛选了 100 余

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 200 余个，但

结果令人失望。

只好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

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

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

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

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

古人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加热会破坏青蒿

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

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实验过程繁复而

冗长。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败后，191

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

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1972 年 3 月，屠呦呦在全国“523”办公

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

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

达 100%的结果。

“523”办公室要求，当年必须到海南临

床，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要上临床，就必须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

取物。当时，药厂停了，课题组土法上马，用

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设备

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屠

呦呦整天泡在实验室，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后，在个别动物的

病理切片中，又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

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

用于临床。

屠呦呦着急了。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

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

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

告。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

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

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随后，屠呦

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虐区救人。

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低疟区、外来

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效果。再

之后，屠呦呦课题组的组员分离出了有抗疟

作用的有效单体。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

集体主义的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

呦呦常强调，荣誉，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

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在 2015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

后，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一度被打破。对场面

上的事，她能躲就躲。但对科研，对自己真

正热爱的青蒿素事业，屠呦呦不躲不避。屠

呦呦的同事说，她不讲场面话，直来直去，对

青蒿素特别执着，一说青蒿素眼睛就亮。

前段时间，屠呦呦旧居入选浙江首批中

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屠呦呦的

事迹，以实物、图片和视频等多种方式，在激

励和鼓舞着新一代年轻人。

（科技日报北京5月31日电）

屠 呦 呦 ：此 生 执 着 青 蒿 素
◎本报记者 张盖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