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2 日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向葡萄

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

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桑帕约先生是葡

萄牙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享

有很高声誉。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澳门顺利

回归中国，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

卸任总统后，仍长期关心中葡关系，支持两

国交流合作。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

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弘扬两国传统友谊，

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里斯本9月 12日电 （记者温
新年 赵丹亮）葡萄牙 12 日上午在首都里斯

本为前总统桑帕约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

桑帕约 10 日上午在里斯本病逝，享年

81 岁。

桑帕约于 1989 年出任葡萄牙社会党总

书记，1996 年当选总统，并在 2001 年成功连

任。他曾于 1997 年和 2005 年两度访华，并

于 1999 年参加了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

接仪式。桑帕约卸任总统后，于 2006 年被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防治结核病特

使，并在 2007 年至 2013 年担任联合国不同

文明联盟高级代表。

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

习近平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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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南宁9月13日电（记者刘
昊）13日，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

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东博

会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79个，

总 投 资 额 超 3000 亿 元 ，较 上 届 增 长

13.7%，签约项目总投资额创历届之最。

右图 参观者走出展馆。
下图 参观者体验用手机与机器人

互动。 新华社发

成果丰硕的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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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初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投掷项

目比赛中，中国选手巩立姣和刘诗颖发挥出

色，分获铅球和标枪金牌。巩立姣更以 20 米

58 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为中国队赢得奥

运会田赛项目首枚金牌。

赛后，中国田径协会发来感谢信，感谢北

京体育大学用科技手段为中国投掷运动员在

技术环节上找到了实现自我突破的“关键一

招”。

“我们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运动员的动作

技术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建议，以科技手段助

运动员一臂之力。”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健康

研究院院长刘卉教授说。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项在东京奥运会崭露头角的技术系统，目

前也正在为积极备战北京冬奥会的中国运动

员不断改进升级提供服务。

突破传统动作捕捉方
法局限

用生物力学方法研究人体运动，需要对

所做动作进行定量分析，基础前提离不开数

据。

快速高质量地获得运动员动作技术数

据，是当前急需攻克的一项关键瓶颈。传统

动作捕捉技术，要么需要在人体固定反光标

记点或惯性传感器，要么需要人工识别人体

关节点。

“前者不能在比赛中使用，后者则因为工

作量大、耗时长、重复性差，严重影响动作技

术分析的反馈速度和可靠性，限制了生物力

学在助力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刘卉解释道。

如何破困局？刘卉团队利用基于深度学

习原理的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神经网络模型，

实现对动作视频中人体关节点的计算机自动

识别，进而建立起适用于竞技体育和一般生

物力学研究的计算机系统——无反光点人体

运动自动捕捉人工智能系统。

作为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季项目运动

员专项能力特征和科学选材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负责人，刘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系统

已应用在国家速度滑冰和越野滑雪项目的训

练中，获得超过 8000 人次的赛时动作技术数

据，使机器深度学习越发“得心应手”，对于滑

冰与滑雪运动员的动作捕捉与技术分析，既

能精准到具体细节，又能快速反馈分析结果。

多项算法技术确保自
动识别快速准确

研究中，刘卉团队发现，运动视频自动解

析至少需要解决“跟得住”“识别准”“精度高”

3个问题。 （下转第三版）

备 战 冬 奥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大 显 身 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中科院沈阳

自动化所在微型机器人领域取得新进展，研

发的仿水黾微型机器人可在红外光与磁场的

联合驱动下，实现可编程多模态运动，在微型

机器人联合驱动、微流控输运、环境监测治理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该成果日前发表在

《化学工程期刊》上。

自然界中许多昆虫都具有独特的材料特

性及优异的运动性能，如昆虫体表往往具有

超疏水特性，能快速在水面滑行、跳跃；有的

则具有轻薄的折叠翼、灵敏的复眼；还有能爬

行、能钻土、能游泳、能飞翔的昆虫。如何模

仿昆虫研制出功能新颖、多样的微型机器人，

揭示微观尺度下新的现象和规律并服务于人

类，是科学家们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据介绍，该所微纳米课题组的科研人员

从自然界中的水黾获得灵感，开展了超疏水

材料制备及机器人多场联合驱动的研究。他

们结合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石墨烯、磁

性颗粒，制备了具有光相应、磁响应及超疏水

特性的复合材料，加工出了仿水黾微型机器

人。研究团队结合微型机器人的光敏特性，

利用红外激光实现了微型机器人在水面的可

控运动；基于磁驱动技术与材料的超疏水特

性，实现了微型机器人在水面的快速游动、跳

跃及翻滚动作。该研究实现了新材料制备与

多场驱动技术的融合，为仿昆虫机器人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仿 水 黾 微 型 机 器 人 研 究 取 得 新 进 展

新华社北京9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

“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回信，向他们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5 年来，你们牢记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守在生命禁区，用青

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出色完成

了担负的任务。大家都是好样的！

习近平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固防

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强

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

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

再立新功。

“高原戍边模范营”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

英雄部队。该营驻地平均海拔4800多米，最低

气温零下40℃，每年8级以上大风200多天。长

期以来，部队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忠实履职尽

责，先后 9次获得全国全军表彰、5次被授予荣

誉称号，涌现出5名一等功臣、44名二等功臣等

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2016年 8月，习近平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该营“高原戍边模范

营”荣誉称号。近日，全营官兵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 5年来工作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期望重

托、忠诚卫国戍边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
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 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期刊是科技创新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可以体现国家实力，事关学术主导权、话语

权，以及成果发布的优先权，我们必须要加

快发展自己的科技期刊。”9 月 13 日，在中

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10 周

年回顾暨“新时代的科技出版”论坛上，中

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周忠和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加快发展我国科技期刊

的原因。

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成果交流传播的

重要载体，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园地，

争夺国际科技创新话语权和知识产权的主

要平台。为做大做强我国科技期刊，专家

们在论坛上深入讨论了新时代我国科技出

版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除了体现国家实力、事关学术话语权，

周忠和认为，发展我国的科技期刊也是为

了维护科学研究的全球多样性。

“就像良好的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

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出版领域

也同样需要多样性，科技出版的多样性有

利于打破地区性垄断，促进全球科学发展

和维护学术公平。”周忠和说，中国的科学

期刊能够更加关注国内相关科学与技术的

发展需求。

当前，中国的科技出版正处于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2018年,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2021 年 5 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同

时，我国不断出台研究评价政策，鼓励科学

家将自己的重要成果和代表作发表在国内

优秀期刊上。

在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朱作言看来，借着这缕春风，在我国创办的

英文科技期刊的数量和影响力有了显著增

长，不少期刊日益受到国内科技界，甚至一

些国际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

“但是，与国际先进期刊和出版集团相

比，目前我国的科技出版水平仍有很大的

差距，在文章整体质量、同行评议水平、出

版服务理念、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和处理

以及期刊的品牌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发展仍

然任重道远。”朱作言坦言。

那么，该如何做大做强我国的科技期

刊呢？

朱作言表示，必须不断了解和研讨最

新的科技出版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调整

自身发展策略，不断丰富和优化出版技术

手段，才能跟上新时代国际科技出版的步

伐，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我们更要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国情，充

分利用我国在体制和政策上的特色与优

势，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热情服务于我

国科技工作者和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朱

作言同时表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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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实验6”船9月13日电（记

者代小佩）9 月 13 日上午，“实验 6”科考船

航行至南海北部海域，船上的科考队员在

本航次中第一次使用了多联浮游生物分层

拖网（MultiNet，以下简称多联网）进行科

考作业。

多联网是一种海洋仪器，可以自动对

海洋浮游生物连续分层采样，能在连续的

水层中进行水平采样和垂直采样。

多联网的整个系统由甲板控制单元、

水下控制单元、不锈钢框架、网衣、网底管

等组成，5或 9只网袋通过拉链连接器连接

在不锈钢框架的帆布部分上。

这些网袋的网孔大小在 55微米到 500

微米之间不等，科考队员根据不同的研究

需求选择不同孔径的网袋。网袋的开合通

过一个电池驱动的马达单元激发，控制网

袋开关的指令则是通过甲板控制单元和水

下单元之间的单芯和多芯电缆传输。

水下单元中集成一个压力传感器，深

度和所有其他系统相关数据会一起在甲板

控制单元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科学

考察船队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师、“实验 6”

科考设备主管李先鹏称，多联网的价格并

不便宜。“连接 5个网袋的多联网单台售价

100多万元，连接 9个网袋的多联网单台售

价 200多万元。而且，一直在涨价中。”

“实验 6”首航中，科考队员使用的多

联网由德国生产。“目前，国内还没有企业

生产多联网。”李先鹏介绍。

为何国内没有企业生产多联网这种海

洋仪器？李先鹏表示，一是因为多联网使

用的场景有限，市场空间有限；二是多联网

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设计研发成本，而投

入大量成本之后，未必能在稳定性和可靠

性方面超过德国现有的产品。

而多联网是国际公认的用于海洋浮游

生物连续分层采样的海洋科考利器。“所

以，多联网卖得很贵。独家的、好的产品，

市场就是比较好做。”李先鹏表示。

“实验6”科考船首次使用多联网作业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

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

为健全的国家。最新发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

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有 73 家入围，比

2012 年增加 28 家。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

均比 2012 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

增长了两倍多。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

动通信网络；移动通信从 4G 演进到 5G，实现

网络、产业、应用全球领先……

9 月 13 日，国新办“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布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例举出十八大以

来工业和信息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

他表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工业信息化既是主力军、主阵地，又是排头

兵。工信部正在分行业编制“十四五”发展规

划，年内这些规划将陆陆续续出台。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
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肖亚庆表示，工信部力争通过“十四五”

时期的努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实现综合实力迈入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行列

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此，工信部主要围绕“四个聚焦”开展

一系列的工作：聚焦科技自立自强，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聚焦提

升供给体系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聚

焦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

业化；聚焦深化改革，营造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的良好环境。

肖亚庆强调，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健

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构建新型的产业创新生态。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着力突破“卡脖

子”技术瓶颈。要深入实施产业技术再造工

程，打牢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

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一些基

础工作，力争使得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得到

进一步解决。

另外，他表示，要落实碳中和、碳达峰部

署，完成工业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加快

培育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的建设。同时，

工信部在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也将

深入做工作。

汽车芯片短缺状况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集成电路的制造

产能持续紧张，“缺芯潮”备受关注。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

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表示，原因主要在于全

球疫情暴发使得制造企业普遍放缓了产能扩

充计划，造成产能供应和需求间的错配；疫情

持续不断反复，一些国家和地区关停了一些芯

片生产线，造成减产，部分芯片出现断供现象。

田玉龙表示，集成电路是高度全球化的

产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工

信部和有关国家合作，持续保持稳定的产业

链供应链。针对目前供需矛盾紧张的突出问

题，工信部和有关部门组建了汽车半导体推

广应用工作组。 （下转第三版）

工信部：加快5G网络部署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相约春城昆明，共

商全球大计。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 次 缔 约 方 会 议
（COP15）筹备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

图为昆明滇池国际
会展中心（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