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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李才林

近日，“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
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在京开
幕。展览共展出作品 160 余件，分为
两个篇章：梦想与拼搏、崇尚与竞技。

图为观众在观看展览作品。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喜迎冬奥

以美传薪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记者近日获

悉，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

信息中心）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揭示了维生

素 C 缺乏小鼠肾损伤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提供了维生素 C缺乏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和

细胞类型特异性 DNA/RNA 表观遗传修饰

的证据，阐明了维生素 C 缺乏肾脏的细胞和

分子表型特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美国肾脏病学会杂志》。

通过对维生素 C缺乏小鼠及同窝对照小

鼠的肾脏进行病理学、单细胞 RNA 测序、全

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和甲基化 RNA 免疫

沉淀测序，研究人员首次绘制了维生素 C 缺

乏肾脏的多组学图谱。研究发现，在自然断

奶 7周半后的维生素 C 缺乏小鼠肾脏中出现

了急性肾小管坏死，而急性肾小管坏死是引

起急性肾损伤的最常见因素。

“我们整合分析发现，近端小管细胞和开

窗型内皮细胞分别是受DNA/RNA高甲基化

修饰影响最大的细胞类型，会导致肾脏出现小

管坏死及缺氧。”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研究员慈维敏

解释道。研究人员进一步用小鼠近端小管上

皮细胞系的细胞学实验和基于单细胞RNA测

序数据的细胞间通讯分析证实了这一结果。

此外，缺乏维生素C的肾脏中DNA高甲基

化先于急性肾小管坏死的组织学表型暗示，

DNA表观遗传改变可能驱动疾病的发生发展。

最值得注意的是，预防性补充抗氧化型维生素C

衍生物——抗坏血酸磷酸镁可促进DNA去甲

基化，并防止顺铂诱导的急性肾小管坏死。

该研究证实了维生素C是肾内稳态所必需

的物质，提示维生素补充可能是降低肾损伤风

险的途径，为维生素C作为维持肾内稳态的表

观遗传调节剂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思路，并为预

防危重患者的肾脏损伤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维生素C缺乏导致肾损伤的遗传调控机制被“破译”

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由山东省农

科院研发的“鲁单 510”曾经创出全株青贮

每亩 3778.5 公斤的高产水平。如今，这一

以“高产、耐密、抗病、抗倒”为特点的新品

种又获得了新荣誉。

1 月 12 日，中国种子协会公布 2021 年

度“寻找玉米高产品种”测产结果显示：鲁

单 510在山东省招远市穗丰种植合作社 50

亩的成方连片高产田中，经专家现场实收

测产，平均亩产 980.92公斤，位列黄淮海区

夏玉米品种第一。

鲁单 510 是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玉米

新品种，2021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于 2022 年通过黄

淮海区各省引种备案推广应用，正参加东

华北区国家区域试验，表现优良。

据该品种的研发团队介绍：多年来，

鲁单 510 在不同生产水平地块均实现了

高产突破。2020 年，该品种在菏泽等六

地市“藏粮于技”工程试验中，全部比对

照郑单 958 增产，平均每亩增产 150 公斤，

最高亩产达 1113.02 公斤。2021 年，参加

“十亩—百亩—千亩”试验示范，最高亩产

980.92公斤。均创当年度夏玉米纪录。

专家认为该品种自我调控能力强，具

备 稳 产 特 性 。 2020—2021 年 ，该 品 种 在

“藏粮于技”“十亩—百亩—千亩”示范中，

每亩 5500—6500 株高密度不倒伏。2016

年以来，100 多个点次和山东省区域试验

测定，株高与穗位基本控制在 270 厘米和

90厘米。在山东省生产试验 17个试点，全

部增产。

经第三方抗病接种鉴定和品质分析，

该品种兼抗玉米弯苞菌叶斑病、茎腐病、瘤

黑粉病、粗缩病、锈病，耐高温。粗蛋白含

量为 11.16%，粗淀粉 70.51%，达到饲用玉

米一级标准和国标一级玉米标准。

2020 年，在全国青贮玉米大会上，该

品种以干物质和淀粉含量 30%和群体生物

产量高的优势，被评为“全国优秀青贮玉米

品种”。

平均亩产980.92公斤 玉米品种“鲁单510”再创纪录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绿色办奥”理

念在筹备过程中贯彻得怎样？“可持续·向

未来”的愿景是个什么样子？

1 月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

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办 6 年以来，北京冬

奥组委会同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及相

关方面联合研究制定了《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从环境

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好三个方

面制定 119 条具体措施，形成一批可持续

成果。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场馆高效利用

世界各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

后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最大程度使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遗产成为2022年北

京冬奥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作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场馆——国家

体育场“鸟巢”仍将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在冬奥会期间将变身“冰立方”，

作为冰壶和轮椅冰壶的比赛场地，实现水

冰转换。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在发布会上特别介绍，2008 年北京奥

运会的土地遗产更是被全新利用，如 2008

年的临时场馆“曲棍球场”被建设为现在的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全新建设的北京冬

奥村、主媒体中心也都是 2008 年提前预留

的场地。

关于新建场馆的赛后利用，北京冬奥

组委从申办到筹办再到举办都有通盘设

计。李森在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的

竞赛场馆是世界一流场馆，在筹办过程中，

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建

立了很好的协作和沟通机制，赛后将继续

申办国际与国内赛事，通过高水平赛事带

动场馆的运营。

除了竞技比赛，场馆在赛后会向社会

大众提供体育健身服务。李森在发布会上

介绍，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在场芯部分预

留两块标准冰场，赛后可同时容纳 2000 人

上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虽然承办的都是

小众化、危险性高的比赛，但是场馆在设计

规划时便在赛道下方 1/3 处预留了大众出

发口，给大众提供坡度较缓的体验赛道。

全面碳中和目标将
在北京冬奥会实现
“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办奥

理念，低碳则是北京冬奥会的一个重要目

标。在北京冬奥会筹备阶段，北京冬奥组

委严格实施低碳管理，从源头减少碳排放。

“我们建设低碳场馆，所有场馆都达到

了绿色建筑标准，4个冰上场馆使用了新型

二氧化碳制冷剂，建成超过5万平方米的超

低能耗示范工程，全面使用低碳能源，赛时

全部场馆常规能源100%使用绿电。构建低

碳交通体系，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赛时

车辆中占比将超过8成。”李森表示，在此基

础上，北京冬奥会积极拓展碳补偿渠道，北

京和张家口两地政府将林业碳汇捐赠北京

冬奥会，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也

为北京冬奥会赞助了碳中和产品，通过这

些措施，北京冬奥会将全面实现碳中和。

刘玉民介绍，根据测算，从 2019年 6月

第一笔绿电交易开始，到 2022 年冬残奥会

结束，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场馆

绿电预计使用 4 亿千瓦时，可以减少燃烧

12.8万吨的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这背后，一方面得益于张家口赛区和

延庆赛区都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储备，另一

方面京津冀地区的 500 千伏柔性直流电网

采用了很多世界领先的新技术，使该电网

成为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

最大的直流电网。“通过这个电网，我们才

可以把张北的绿色电力以极小的损耗，输

送到三个赛区的所有场馆。”刘玉民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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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 13日电 （记者何亮）
北京冬奥组委 13 日在京发布《可持续·向未

来——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

（以下简称《报告》），总结冬奥筹办中可持续

工作的阶段性进展。《报告》分 4 个章节，分别

是“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为冬奥会打

下美丽中国底色”“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为

社会进步凝聚力量”。

《报告》显示，冬奥会筹办 6 年多来，北京

冬奥组委努力把可持续理念和绿色办奥要

求落实到筹办工作全过程，并将筹办工作与

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紧密结合，促进了地区生

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了

一批可持续成果。总结起来有建立可持续

性管理体系、打造生态赛区、严格实施低碳

管理、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惠及民生改善 5

个方面。

《报告》提到，冬奥会的筹办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标准化、体系化的管理。北

京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把“大

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社

会责任指南”3 个国际标准整合为一体，建立

了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利用这

一体系，北京冬奥组委对主要场馆、50多个业

务领域的可持续工作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同

时，针对雪上项目的赛区主要分布在山区的

情况，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从设计源头减少对

环境影响。规划设计前进行本底基础调查，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从避让、减缓、重建、补偿

等方面确定保护措施；通过就地、近地、迁地

措施保护赛区植物……通过种种措施，守护

了赛区的青山绿水，实现了“山林场馆、生态

冬奥”的目标。

《报告》指出，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北

京 2008 年奥运场馆办赛，从源头减少碳排

放。同时，建设低碳场馆，所有场馆都达到

绿色建筑标准，全面使用低碳能源，依靠跨

区域绿电交易机制，赛时全部场馆的常规

能源 100%使用绿电。而在筹办的 6 年时间

里，也是北京、张家口两地快速发展时期，

冬奥会筹办对两地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

用，形成了“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最

美冬奥城——延庆”“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

的地——张家口”3 个冬奥促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典型。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此评价道：正

如报告所述，北京冬奥会正在助力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向世人展示，面向未来的，更

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北京冬奥组委在国

内外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之下，成功将

国内外各方对可持续性议题的关注提高到

新的层次。

《可持续·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3日电 （记者刘垠）
1 月 13 日，科技部官网公布《关于营造更好环

境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其中提到，到“十四五”末，形成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制度体系，营造全

社会支持中小企业研发的环境氛围，科技型

中小企业数量新增 20万家。增强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发能力，实现“四科”标准科技型中小

企业新增 5万家。

文件所说的“四科”标准科技型中小企

业，即每个科技企业要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

科技产品、科技人员占比大于 60%、以高价值

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科技成果超过 5 项、研发

投入强度高于 6%。

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为主线，推

动科技、金融、财税等政策加大落实力度，《通

知》从优化资助模式、完善政策措施、集聚高

端人才、创造应用场景、夯实创新创业基础条

件等方面，形成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

制度安排，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中小企业研发能力，推

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优化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资助

模式中，《通知》指出，优化科技计划支持研发

的机制。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中，

单列一定预算资助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活

动，精准支持具备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承

担国家科技任务，加快培养一批研发能力强、

技术水平高、科技人才密集、能够形成核心技

术产品等“四科”特征明显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同时，优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绩效评价制度，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作为重要绩效考核指标等。

针对落实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政

策措施，《通知》明确，促进鼓励企业研发的政

策应享尽享，建立金融资本支持企业创新积

分制。比如，进一步落实好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免、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征等政策；鼓励各

地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积分评价指标体

系，升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提升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人才

服务。”《通知》提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集

聚高端人才，鼓励各地方探索完善校企、院企

科研人员“双聘”或“旋转门”机制，支持各地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端研发人才纳入相应的

职称序列。同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进

国际人才，鼓励在企业工作并取得永久居留

资格的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创造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发的应用场景，夯实支持科技创新

创业的基础条件，《通知》亦有相应安排。

具体而言，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放智慧城

市、重大工程等应用场景，发布场景清单，形

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商业价值的示范产

品；支持探索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产品政府

采购制度。此外，探索更加适应研发的新型

园区治理模式，如完善高新区等评价指标体

系，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作为重

要评价指标；鼓励区内大企业建立技术研发

“揭榜挂帅”制度，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发展模式。

《通知》还强调，厚植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根基，进一步优化“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创新创业载体，深化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强

化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评价导向等。

科技部：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十四五”末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将新增 20 万家

2021年岁末，北京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一份重要报告——《关于 2021年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摆在与

会同志案头。

“我们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

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激发基层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经过坚持不懈

努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

好。”

务实中肯的评价，充分体现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抓作风，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丰硕成果。

一年来，党中央一系列部署举措为基层

干部减负、为治理能力增效，成果不断惠及

人民群众。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积极成效不断彰显，汇

聚起全党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

大伟力。

身先示范、一以贯之
——习近平总书记对

基层减负工作高度重视

2021 年 12 月，北京京西宾馆，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召开。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改

厕这样一件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谈到形

式主义之弊——

“全国气候生态环境千差万别，经济生活

水平也是千差万别，怎么能用一种改厕方

法？一些地方浮皮潦草、浮光掠影，造成大量

厕所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我多次作出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聩。

其中，有两份批示时隔不久。一份严肃

告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扶贫和乡村振

兴的最大危害，切勿死灰复燃。”另一份谆谆

嘱咐：“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

式摆样子。”

人们清晰记得，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召开

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坚决反对大而化之、撒胡椒

面，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面子工程’，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一切工作都落

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从年初到年终，从部署到批示，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记挂在心。

2021 年，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不平凡的

一年。

大事喜事不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风险挑战严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国

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

重艰巨……

越是任务艰巨，越是挑战频出，就越需要

以过硬的作风保驾护航，就越需要以钉钉子

精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维护党中央权威，确

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重要

会议上，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

减负作出重要论述。

2021 年 1 月 22 日 ，在 十 九 届 中 央 纪 委

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全面检视、靶

向 纠 治 ，持 续 为 基 层 松 绑 减 负 ，树 立 重 实

干 、重 实 绩 的 用 人 导 向 ，督 促 全 党 担 当 尽

责、干事创业。”

（下转第三版）

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