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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6号首航日记

9月 8日，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展在厦门开展。除展会外，主办方还设
置了专业论坛、企业交流、项目对接等多
项配套活动。

右图 参观者在展览上观看展出的
“舱内航天服”。

下图 参观者在展览现场拍摄展出
的智能机器狗。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2021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展举办

新华社成都9月 8日电 （记者张超群）8

日，第九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

会在四川绵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宣布大会开幕。

本届科博会以“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合

作共享”为主题，500 余家企业和机构将通过

线上线下等方式参展参会，匈牙利作为主宾

国参展。多名两院院士、知名专家学者、行业

翘楚将围绕航天科技、信息技术、区域协同创

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由科

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每年定期

在绵阳举办。前八届科博会累计有 60余个国

家和地区、5760余家单位参展参会，签约金额

7145.81 亿元，成为四川省科技创新和对外开

放的重要平台。

第九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

“好消息，好消息！”1988 年的一天，在

受到甲肝疫情“折腾”的上海市，中科院上

海冶金研究所的博士生们向一位年过七旬

的老人报告，“我们这个发现值得在学界顶

级刊物发表！”

这位老人名叫吴自良。作为1950年归

国的专家之一，吴自良与新生的共和国一同

走过了风风雨雨。1980年已被选为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的吴自良，仍继

续着自己的科研事业，上海甲肝疫情期间也

在坚持指导后辈开展高温超导体相关研究。

那天飞来的好消息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吴自良的学生谢晓明和陈廷国

在高温超导体微结构实验中收获了漂亮的

结果，大家都急不可耐，想要先发表一篇文

章再说。

“哦，很好，做了一道不错的习题。”吴

自良笑着回复说。但在他眼中，科研成果

从习题变成论文，还需要一个过程。

没想到，这个过程长达几个月。其间，吴

自良与课题人员反复讨论，从实验装置到结

果，从结果再到模型，每一个步骤都深入探讨，

到最终定稿，文章前前后后改了五六版。

1989 年 9 月，文章才终于发表在美国

《物理评论》杂志上。

一开始，谢晓明嫌老师做事太慢，多年

后，已成为本领域顶尖专家的他无比佩服

老师当年的治学精神。

截至 2021 年 7 月，这篇论文已经被国

际学界引用多达 178 次，是当之无愧的高

被引经典研究成果。

岁月不仅没有夺去吴自良对科学的敬

畏，更没有磨损他对真理的追求。

吴自良属蛇，生日离马年只差二十几

天。他曾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

老马最可贵的一个信念就是，万水千

山已阅尽，正道半步不能离。

人物简介 吴 自 良（1917 年 12 月 —

2008 年 5 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材料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 年被授予“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1997 年获得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50 年底回国

后，曾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

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

所）副所长等职。2008 年去世前，吴自良

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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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目前的 14.92 平方

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面积较扩区前

增加了 8倍左右”。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扩区后，前海合作

区位于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位置，并注

入更多科技元素，这对深港现代服务业的合

作，深港优质生活区的打造提供了更大空间。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方案》的印发将

为前海合作区的发展增添新动力、输入新活

力。

扩区意味着中央对
“前海模式”的充分肯定

从 2010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到

今天的 10 余年间，港资企业作为前海经济支

柱的作用凸显。

前海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前海合作

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 1.15 万家，注册资本

1.28 万亿元人民币，实际利用港资占前海实

际利用外资的 92.4%，前海合作区已成为与香

港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扩区意味着中央对‘前海模式’的充分

肯定，寄予前海更好、更快、更高质量的殷切

希望，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

市科协原主席、深圳前海科创专家咨询委员

会秘书长周路明介绍，深圳最早跟香港的连

接是三来一补企业转向深圳，那是深圳切入

国际供应链的第一步机会。

中集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前海的海洋

工程总装研发技术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深水

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建造龙头企业。其自主设

计建造的“蓝鲸 1 号”，是目前全球最大、钻井

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

“如果说前海有了相关的码头岸线这种

近海资源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前海片区内

完成从研发到实验、再到装备，甚至到示范

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创新。”中集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监李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

《方案》中明确提出：集聚国际海洋创新

机构，大力发展海洋科技，加快建设现代海洋

服务业集聚区，打造以海洋高端智能设备、海

洋工程装备、海洋电子信息（大数据）、海洋新

能源、海洋生态环保等为主的海洋科技创新

高地。

周路明认为，深圳过去 40 年创新的一

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应用端、需求端的

优 势 驱 动 创 新 ，这 在 前 海 可 以 发 挥 得 更

好。前海扩区之后，这个空间的扩大不是

简单意义上的尺度扩大，它是带来一个产

业生态跟香港连接的扩大，更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扩大的空间范围内，可以纳入整个

大陆的应用场景。

《方案》对前海科技发展体制机制进行

了首次系统性安排。包括要大力发展粤港

澳合作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国家版权创新

发展基地等。目前，前海落户市级以上部门

认定的各类创新载体 27 家，并拥有香港 X 科

技创业平台、斑马星球等一批面向港澳团队

的创业载体。未来，前海将在已有的科技发

展基础上，打造出具有粤港澳特色的科技创

新高地。

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
标准转化
《方案》特别提出，大力发展粤港澳合作

的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科技合作管理体制，促

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

果向技术标准转化。

（下转第三版）

前海扩区：打造具有粤港澳特色科技创新高地

“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

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尚海

纪念林时如是强调。

从一开始采用拖拉机大规模造林，到如

今引进“空天地”一体化信息技术精细化管理

森林，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建场之初就植入了

科学求实的创新基因。如何发扬塞罕坝精

神，在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中，中国林

科院在落叶松高效培育技术、遥感技术监测、

森林湿地资源价值评估、森林防火关键技术

应用，以及林业有害生物技术防治等方面均

注入科技力量，尤其应用的一些先进的信息

化管理技术，为塞罕坝森林资源的智慧经营

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林科院院长刘世

荣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技术为塞罕坝森林
经营方案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攻回忆，塞罕坝建

场之初，中国林科院经营室的一名职工张国

秀就随爱人上了塞罕坝，为塞罕坝的技术造

林提供技术研究，中间两个单位一直保持着

合作关系。

如今，由张守攻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落叶松高效培育技术研

究，其中一个重要实验示范基地就选在了塞

罕坝。

项目团队在传统目标树定性化辨识指标

的基础上，利用机器学习和选择概率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目标树定量化选择模型，

提出生产中便于操作的半亩小样圆目标树作

业法。应用该成果经营后的落叶松林分，40

年后每公顷蓄积量可达到 193立方米，较传统

对照经营提高 16.2%，大径级目标材种比例达

50%以上，为大径材培育提供了技术保障。在

项目成果的支撑下，《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经

营方案（2021—2030年）》编制完成。

落叶松空间分布监测
实现三维可视化
“在这个系统软件界面，我们不仅可以看

到全国和各省的落叶松森林资源分布，还可

以直观地看清塞罕坝机械林场每一棵落叶松

的生长状况，这是我们在塞罕坝刚刚测试完

成的技术应用成果。”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

究所研究员庞勇一边操作一边介绍。

在落叶松高效培育技术研究“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部署下，庞勇团队主

持的第四课题“多尺度落叶松人工林生长预

测技术”将塞罕坝作为重要实验示范基地。

课题在塞罕坝建立落叶松林精细研究区

2000亩，采集地面和机载高分辨率遥感数据，

并基于现代生物学技术、空间信息技术和大

数据建模分析技术，突破了系列机载激光雷

达和高光谱数据处理技术，实现了落叶松单

木及林分的信息提取和快速鉴别。

（下转第三版）

塞罕坝二次创业：从机械化造林到智慧化经营

新华社北京 9月 8日电 为推动习近平

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

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

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

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

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

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

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艳）9 月 7 日，由中

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牵头，60 余位专家学者

联合编写的《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

报告》（2020 年度英文版）（以下简称《报告》）

在 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

发布。

《报告》显示，金砖国家年研发投入大于

全球总量的 1/6；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 6 万

亿美元，大于全球总量的 1/4；科技期刊论文

发表量超过 60万篇，大于全球总量的 1/4。

“无疑，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

率继续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报告》

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项

目主管贠涛博士介绍，这已是第四本《金砖国

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与之前一样，

在金砖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前，已预先将报告

内容提供给各国科技主管部门。与以往不

同，《报告》第一次由 5个金砖国家学者共同编

写，国际视角更加突出。

从 综 合 创 新 竞 争 力 看 ，2001 年 至 2018

年，金砖国家整体综合创新竞争力快速增

加。2025年前，这种上升趋势将继续保持，中

国创新能力上升显著，其他四国创新能力提

升平稳。到 2030 年，五国综合创新竞争力持

续增强，各国综合创新竞争力指数增长率将

继续分化。

如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执行校长奥列

格·卡拉肖夫所言，虽然技术不能改变一切，

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变革速度极快的时

代。加强各国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以推动

相关领域研究并确保成果落地，具有特别重

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金砖国家科技合作落子何处？

《报告》另一位主要编写者、东华大学人

文学院仪德刚教授介绍，《报告》给出了 14 个

科技合作与发展的优先领域，主要包括信息

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先进制造和机器人技

术、空间运输系统、能源效率和节能、核能、可

再生能源开发和开采矿物质勘探、生物技术

等。

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持续提高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日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9月 9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科技日报“实验 6”船 9月 8日电 （记

者代小佩）8 日，“实验 6”船首航的第三

天。截至当日 24点，科考队伍已对 14个综

合科考站位完成了采样，获得了大量的海

水样本和沉积物样本，以及南海北部中尺

度暖涡经向断面的水文、气象数据。由于

台风“康森”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为躲避

台风，“实验 6”船调整了原定继续向南的

计划，8日下午开始向东北方向行驶。

在完成南北方向 14 个站位的科考作

业后，“实验 6”船科考队伍已在南海成功

抓取一个中尺度暖涡。中国科学院南海海

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实验 6”船科考队队长

毛华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个顺时针转

动的暖涡呈现出纺锤形，其中心位于北纬

17.8 度、东经 114.6 度，比卫星遥感数据呈

现的位置偏东南。该暖涡半径大约为 100

公里，次表层流速最大可达 60 厘米/秒。

叶绿素值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暖涡中心区

域呈现出低的初级生产力，意味着所含浮

游生物较少。”

除了对暖涡的认识加深，生物化学组

也收获颇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黄思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在

14 个站位获取共计 111 个水层样品，开展

了暖涡条件下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营养盐、

叶绿素、微型生物多样性、有机颗粒物、碳

的源汇格局等方面的调查与现场实验。”

8 日下午，向“实验 6”船逼近的台风

“康森”中心风力已达 8 级，台风“灿都”也

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实验 6”船因此紧急

调整航次站位。8 日午夜，科考队将开展

东西方向横断面观测，预计 9 日午夜完成

西部最后一个站点，之后往东北航行，前往

珠江口附近海区避风。

“临时调整航次站位，一方面是为了避

风，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新的科考目标。我

们准备等台风过后，做重复断面观测，对比

台风前后海洋的状态，研究上层海洋生态

系统对台风的响应特征。这是一次难得的

机会！”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

长、“实验 6”船首席科学家杜岩研究员说。

由于生物化学组需要对采集的样品立

即进行处理，该科考组的成员几乎 24小时

泡在实验室进行样品处理、分析。随着台

风逼近，他们需要加快进度。船员已全部

进入应急状态，他们首先将船上的活动部

件固定，并将防水门关闭，确保科考人员和

仪器设备安全。

“实验6”完成14个站位采样 因台风逼近调整航次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