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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至 17 日，以“百年再出
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
的 2021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暨第十一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在北京科
学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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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肿病被称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癌症”，

在“鲁渝科技协作计划项目”的资助下，重庆

市农科院和山东省农科院联合研发、培育了 8

个新品种，不仅帮助菜农攻克了这一困难，而

且打破了国外垄断。

9 月 10 日，由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

厅联合主办的鲁渝科技协作项目成果发布会

暨鲁渝科技协作信息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在重

庆举行，225 个项目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3

年来，两省市科技管理部门共投入专项资金

4350 万元，立项支持项目 70 个，全力推进鲁

渝科技协作纵深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山海牵手 科技支撑
农业发展结硕果

绣球菌、梨香菊、鲁中大姜、甜樱桃、莱芜

黑猪……一大批山东的特色作物和畜禽品种

现已在重庆扎根，甜椒和西甜瓜不适宜在重

庆种植的历史也被改写。

科技协作是鲁渝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据了解，2019年以来，两省市科技管理

部门共投入专项资金 4350 万元，立项支持鲁

渝扶贫协作项目两批共 70 项，从山东引进推

广实用技术 127项，引进特色作物和畜禽品种

59 个，建设了鲁渝中医药康养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鲁渝共建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等 4个创

新平台，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889 人。

同时，面向果蔬、畜牧、电商等重点领域，组织

精准扶贫专题培训班 13 期，培训基层科技管

理干部、乡土科技人才及致富带头人 1047 人

次，现场培训农户 4983人次，为乡村振兴培育

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成果发布会上，两地搭建的鲁渝科技协

作信息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以重庆市

全域数字地图为基础，将目前两地联合开展

的 70 个协作项目、225 项科技成果、105 个示

范基地以直观的形式呈现，用户不仅可以直

接查看地点、实施效果、预期效益、推广条件

等，还可以联系农技专家答疑解惑。

拓展领域 打造科技
协作“升级版”

鲁渝科技协作联席会议上，重庆市科技

局和山东省科技厅签订了鲁渝“十四五”科技

协作框架协议，将从 3个方面重点协作。

技术协作上，两地将围绕乡村振兴、社会

发展以及高新领域技术需求和技术供给，每年

组织实施大约20项成果转化和联合研发项目，

加快培育科技产业，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全方

位提升协作成效。同时还将加强人才交流，开

展“百名科技特派员鲁渝行”行动，每年选派

100名左右优秀科技特派员到对方省市开展服

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共同建设3—5个农

业科技创新园，打造鲁渝科技协作品牌。

“我们将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推进

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深度融合，共同打造鲁渝

科技协作‘升级版’。”重庆市科技局党委书记、

局长许洪斌表示，双方将拓展协作领域，推进

两地创新资源整合，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

协作”“共同发展”，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

从“联系式”转向“联动式”，实现鲁渝两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多方共赢、携手共进。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共同深化宽领

域、多角度、深层次的科技协作，助推两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山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

表示，此次鲁渝两省市科技管理部门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为两地合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合作空间，合作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化，其内涵

更为丰富，将两地合作的机制又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而更为广泛、持久的合作，必将对鲁

渝快速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两地科技

合作正式步入“新阶段”。

山海牵手 鲁渝联合打造科技协作“升级版”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

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

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

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这样写道。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 80%。

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

百年间，科学的旗帜是如何飘扬起来的？

9 月 11 日起，作为 2021 年全国科普日北

京主场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科学技术馆设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该展览

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承办，其以

时间为顺序，分 4个篇章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

开拓科普事业的百年历程。

用一口井破除迷信，
让科学造福人民

成建制的科普工作，是在瑞金时期开展

起来的。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对着一口

井的照片，讲了红井的故事。

1933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的叶坪村迁到

沙洲坝。住在沙洲坝的居民，一直以来吃的

都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他们迷信风水，当地

流传着沙洲坝是旱龙爷地盘的说法。所以，

居民们宁愿喝脏水，也不敢得罪“龙王爷”。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后，干脆带领大家

为老百姓挖了一口井。这就是后来的“红

井”。有了井，当地居民终于结束了祖祖辈辈

挑塘水的历史。

王挺说，这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

一心为民的深情，成为共产党“让科学造福人

民”的见证和精神传承载体。

当时的医药卫生科普，也是为了民众健

康。1933 年，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

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提出了八项卫生注

意事项。在中央内务部与军委总部联合编印

的《卫生常识》一书中，明确提出：“为减少苏

区革命群众的疾病与痛苦，加强我们的战斗

力量，必须使一般工农劳动群众了解普通卫

生知识，加强卫生工作。”

科普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

1940 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

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

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

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双法”让高深数学走
下神坛，把科学交给人民

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份人民日报报纸

版面复制版——1965年 6月 6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华罗庚的长文《统筹方法平话》。

当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许多科学家走

出研究所，到实际生产中找课题。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华罗庚致力于优

选法和统筹法的推广、应用和普及。他还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

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毛泽东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1965 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

为朴素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大白话

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在 20 多个

省份进行培训、推广。

“这是科学家在国家的建设发展中，把所

学回报社会，把科学交给人民。”王挺说。

其实，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重视科普。

时间回溯。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

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几位科学家率先提出把普及科

学知识写入其中。把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

国策，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

普及工作的重视，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

新篇章。

要普及科学知识，更
要弘扬科学精神

时间继续向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

普事业迎来新春。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9年，中

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1991年更名为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1980年，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

（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成为唯一的国家

级科普专业研究机构）。 （下转第三版）

把 科 学 交 给 人 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观后

9 月 10 日至 13 日，北京亦创国际会展

中心再次上演机器人总动员。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靓介绍，在

北京市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设立的

展区中，110余家企业的 500多款产品全面

展示了机器人本体、关键零部件和产业链

上下游及关联领域前沿科技和最新成果。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玉卓在开幕致辞中说：“以机器人为代表

的智能科技产业正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激发新活力，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的全球机器人生态体系不断完善。”

送餐、配送、家庭服务、垃圾分类……

种类繁多的机器人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好帮

手，服务机器人杀入更多细分市场，进入黄

金发展期。

就像优必选科技首席品牌官谭旻总结

的那样，我们走到了一个人机共存的时代，

机器人成为新一代家庭服务数据的入口。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总裁曲道奎说：“近几年协作机器人的

发展势头越来越猛。而机器人由过去在‘笼

子里’作业的系统往人机共融的方向发展，

是协作机器人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契机。”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开幕致辞中将机

器人产业喻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

随着使用密度不断提升，工业机器人

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智能工厂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目前国内工业机器人已在国民经济47个行

业大类、129个行业中类中广泛应用。中国

工业机器人市场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

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事业部中国

研究中心经理张佳帆说：“虽然还有这样或

者那样的不确定性，但畅想未来，就像今天

的智能手机一样，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在

工作场所将无处不在，人们可以和工业机

器人并肩工作，友善交互。”

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所言，一代一

代的迭代创新，让机器人能更加聪明、更加

有效、更加可靠地为人类带来更好的服务。

人们难以见到的纷繁复杂场景中，很

多高精度、高难度的作业任务正由机器人

协同人类完成。

看过开幕式上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

汤洪波从中国空间站为 2021 世界机器人

大会发来的视频祝福后，移步展会现场，就

能看到大负载、大范围转移功能的大型空

间站机械臂，它已帮助仍在太空飞行的神

舟十二号航天员完成了两次出舱任务。

辛国斌说：“从浩瀚太空到万里深海，

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国之重器到百

姓生活，我们正步入与机器人和谐共荣的

缤纷多彩新世界。”

辛国斌指出，机器人产业是衡量一个

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

志。回望过去 5 年的发展历程，全球机器

人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机器

人产业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辛国斌介绍，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快

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生态体系不断完善，在

机器人整机、零部件和系统集成等领域形

成了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埃孚特、

天智行等企业陆续登陆科创板。

但辛国斌也提醒业界要清醒认识到，

中国机器人产业总体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

段，很多关键核心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高

端供给仍然不足，行业应用水平待进一步

提高。

辛国斌透露，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牵头

制定“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下一

步要突破机器人系统开发等共性技术，研

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等前沿技术，推进 5G、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融合应用，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网络

化水平。同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完善

产业技术创链。

机
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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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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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王舒颖 宋志鑫 记者付毅
飞）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9 月 11 日，

国内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

四川广元正式投运。这是我国核工业产业链

后端标志性工程，其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已

经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

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

据悉，放射性废物处理是核能安全利用

的最后一环，其中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

是高放废液处理。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是

在 1100 摄氏度或更高温度下，将放射性废液

和玻璃原料进行混合熔解，冷却后形成玻璃

体。由于玻璃体浸出率低、强度高，能够有效

包容放射性物质并形成稳定形态，是目前国

际上最先进的废液处理方式。其核心技术与

难点在于，需要包容率高、稳定性好的玻璃固

化配方，形成的玻璃体能包容放射性物质千

年以上；需要耐 1150 摄氏度以上高温且年腐

蚀速率小于 15 毫米的熔炉，保障玻璃熔制条

件；需要自动化、远距离操作系统设备，需要

强大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此前世界

上仅美、法、德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该项目 2004年由国家原子能机构批准立

项，采用国际合作模式，由中国、德国联合设

计，中国核工业集团所属中核四川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多家单位参与协同攻

关。通过本项目的开展，摸清了关键设备工

作机理，固化了工艺系统参数，在玻璃固化关

键特种材料、关键设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设施投运后，预计每年可安全处理数百

立方米高放废液，处理产生的玻璃体将被深

埋于地下数百米深的处置库，达到放射性物

质与生物圈隔离的目标，实现彻底安全，为核

能利用提供坚实保障。

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作为核工业产业链

最后一环，对保障国际核安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放

射性废物治理工作，坚持开放合作，加强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协作，积极参与放射性废物治

理技术和经验交流，充分体现我负责任核大

国形象。同时，通过强化能力建设和科研投

入，国家原子能机构全力推动国内放射性废

物治理等核环保工作，经过数十年努力，目前

已经形成高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规模化处理

能力。

国家原子能机构总工程师刘永德表示，

下一步，国家原子能机构将进一步优化核环

保产业布局，继续完善核环保能力体系，加快

放射性废物治理进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国内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投运

在中国广西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

些年，文婷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走遍了

中国大好河山，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的快

速发展。

来自泰国川登喜大学的文婷，从 2020

年 1 月至今，以广西大学外籍教师的身份

兼任广西大学国际学院东盟研究所泰国所

副所长。

“中泰两国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将在未

来的中泰研究上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中国

和泰国一起双赢，一起发展，中泰一家亲！”

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 3 届 10+3 青年

科学家论坛上，文婷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说。

作为第 9 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

新合作大会的重要活动，本次论坛首次设

立日本、韩国、泰国分会场，吸引了众多来

自中日韩和东盟十国的科技创新领域青年

科学家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共同探寻

科研之路、创新之力、合作之道。

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

“金钥匙”。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复苏

双重挑战，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十国应该如

何共促可持续发展？ （下转第三版）

中日韩和东盟青年科学家共话创新合作之道

科技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瞿剑）
据中国华能最新消息，12日9时35分，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

站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

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这一我国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

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继

今年完成双堆冷试、双堆热试、首次装料之后

成功临界，向着年内并网发电再近一步。

中国华能介绍，临界是反应堆带核功率

运行的起点，相当于发动机点火。示范工程

此次是通过球形燃料元件数量和控制棒“双

调节”的操作方式达到临界状态的，从首次装

料到临界共历时 23天。

该示范工程由中国华能牵头，联合清华

大学、中核集团共同建设，装机容量 20 万千

瓦，是我国落实核电“走出去”战略的优选堆

型之一。高温气冷堆安全性好、发电效率高、

环境适应性强、用途广泛，在核能发电、热电

冷联产及高温工艺热等领域商业化应用前景

广阔，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安

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示范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93.4%。作

为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工

程仅首次使用的设备就有 2000 多套，创新型

设备 600 余套，其中包括全球首台高温气冷

堆螺旋盘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首台大功率、

高温热态电磁轴承结构主氦风机，世界最大、

重量最重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对推动我国

在第四代先进核能技术领域抢占全球领先优

势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示范工程还将进行零功率物理

试验，验证堆芯性能、控制棒价值及核仪表监

测系统设备的可用性。中国华能将持续规范

开展示范工程后续调试和试运行等工作，确

保 2021年内首堆并网发电。

世界首座四代核电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成功临界

◎本报记者 刘 昊

9 月 10 日 至 13 日 ，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召开。

图为大会上展出的航
天机械臂。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