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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记

◎本报记者 华 凌

天气转暖，各地农民抓紧开展春耕
各项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
早春景象。

图为2月26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
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村民在
地里劳作。

新华社发（胡攀学摄）

天气转暖
春耕忙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针对步入“深水区”的医改问题，全国政

协委员岳秉飞 2012年提出“运用物联网技术，

推进医疗数字化建设，缓解‘看病难’问题”；

2019 年，当医疗机器人走到医疗一线和公众

的焦点中，他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破解基层执业药师缺乏问题”；2020年全国两

会期间，岳秉飞呼吁“建立国家人类疾病动物

模型创新中心”“高等级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建设”提案……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几载，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岳

秉飞博士，先后提出 40多件提案，涉及关于药

品质量安全、合理用药、药师立法、公共场所

控烟、大健康产业发展、实验动物法制管理等

方面，其中一多半开出的“药方”都富有浓重

的技术特色。与那些众多着眼于制度层面的

建议相比，每年岳秉飞的谏言总是令人耳目

一新，不仅十分接地气，还具有很强的实操

性，容易落地。

“2008年，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

名来自医药卫生界的委员，能够通过人民政

协参政议政，我深感使命艰巨，任务光荣。政

协委员不能徒有虚名，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

职责，积极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是政协委员

的本分。”2 月 27 日，岳秉飞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为了提高科学素养，岳秉飞经常参加一些

以前沿科技、创新技术为主题的会议，如人工

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领域；此外，他还担

任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调研专委会主任，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针对行业发展和群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每年都下沉基层深入调研。

通过调研和学习，岳秉飞呈交的提案，质

量非常高，基本都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迅

速回应。其中，岳秉飞比较满意的是，2020年

呈交的《建立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创新中

心》提案。在新冠肺炎疫情科技攻关中，动物

模型是阐明传播途径、促进疫苗与药物从实

验室向临床转化的关键技术，他建议对我国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创新进行顶层设计，建立

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技术创新中心。随

之，相关部门响应，将建立国家动物模型技术

创新中心提上日程，特别是以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对疫苗

研发评价起到高效推动作用。

一贯“技术派”的岳秉飞委员，2022 年带

来哪些新提案呢？

“今年我准备了两个提案，一个是《进一

步加强在科研活动中的实验动物管理》。去

年不同单位的中国学者竟然在 11篇论文中使

用同样的实验样品、标尺，甚至同一块桌布，

多家医院涉及‘共享’操作，由此被撤稿 9篇论

文。这里涉及实验动物的使用不科学不合

理，没有很好地去论证，即有关动物实验的福

利伦理审查没有做到位，针对这些方面，要加

强法制化管理；各单位福审委员会要真正负

起责任，把福利伦理审查做起来，在动物实验

前、中和后，做到审查、监督和管理三个环节

缺一不可，最后形成报告；加强诚信建设，特

别是对青年科学家。”岳秉飞表示。

岳秉飞介绍，另一个是《关于中药材数字

化建设》，即把中药材标准化、数字化、规范

化。中药标本所涵盖的信息与人民群众的用

药安全和有效息息相关，与中药全产业链的

发展密切联系。中药标本的数字化不仅仅是

标本照片和基本信息的采集，而应该是通过

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从形态、组织、大分子化

合物和小分子 DNA 序列等多维度挖掘实物

标本与中药基原、生产、质量和应用等全链条

相关的信息，通过可视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

技术手段实现数字资源的展示、共享与交流。

“技术派”岳秉飞委员：让提案易操作好落地 记者日前从青海省科技厅获悉，青海

省农林科学院承担的重大科技专项“专用

型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技术研发与

示范”项目顺利验收。

这一项目不仅培育出 13 个适合青海

种植的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系，开启了青海

省彩色马铃薯育种的先河，填补了国内育

成品种中没有薯条专用型品种的空白。这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青海科技实力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提升的直观见证之一。

回首 2021 年，青海科技创新“大动作”

频现，一项项从中央到地方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青海科技领域掷地有声，化为科技创新持

续为青海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的源头活水。

重创新换来硕果盈枝

2021 年，寂静的青海冷湖平地惊雷，

向世界正式宣告成为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

地。曾寂寥的石油小镇，一举撬动天文契

机，孕育出我国探索天文脚步的新希望。

从河湟谷地到青南牧场，从三江源头

到光伏矩阵，无不彰显着能源工业、智慧农

牧业、国家公园示范省、探索天文火星新旅

游科技全产业发展新路，以科技创新引领

发展的脉络越发清晰。

回眸细数，过去的 2021 年，青海省科

技创新捷报频传。

这一年，青海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摆在科技工作更加重要位置，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盐湖

化工领域在行业内率先实现盐湖提锂排放

母液镁、锂综合回收利用，建成 3000 吨/年

碱式碳酸镁示范线，利用盐湖水氯镁石制备

的高纯氢氧化镁为原料生产高纯氧化镁晶

体材料，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新能源领域建

成集IBC、HIT、HIBC、TOPcon电池及组件

研发为一体的光伏产业新型技术研发平

台。率先实现国内 IBC 电池工业化量产。

开发多晶硅生长智能控制系统，建成多晶硅

年产能达3000吨的智能生产线，实现电子2

级以上硅料低消耗规模化生产。

这一年，“特”字牌农牧业成绩单同样

亮眼，青海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科

技创新模式，建立青杂 15 号、13 号油菜新

品种有机种植基地 1.6万亩，建立马铃薯专

用型品种原种生产基地 808 亩，一级种生

产基地 4760 亩，商品薯生产基地 2.8 万亩，

推进马铃薯产区向高海拔地区拓展；昆仑

系列青稞品种平均亩产从 164 公斤提高到

217 公斤，青稞商品化率达 83%以上；挖掘

牦牛新资源或类群 4个，玉树牦牛、扎什加

羊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成功选育

出的第二个牦牛新品种——阿什旦牦牛获

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一年，青海生物医药领域开展沙棘

籽蛋白深加工技术研究与系列产品开发、

藏药十一味维命胶囊治疗“索隆病”的作用

机制及临床疗效评价等研究，建立年产

100 吨沙棘籽粕蛋白生产线，开发发芽青

稞系列产品 6 款，新建年产 3000 万袋菊粉

颗粒剂（含粉剂）生产线和年产 2000 万片

片剂生产线各 1 条，达到 3000 吨牦牛发酵

乳生产能力，新增产值 7172 万元，实现利

税 1292万元。

聚合产学研优势夯
实创新基础

只有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的通道，聚合产学研优势，优化创新生态，

才能增强创新驱动力。

这一年，青海省全面参与第二次青藏

科考，推进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青

海分中心建设，完成镜像和备份 33TB，初

步形成果洛、格尔木、玉树三个野外综合科

考基地及青藏科考展陈中心建设方案；积

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该省绿色可持续发

展，先后向科技部组织报送《青藏高原近地

表氧含量与缺氧健康影响科考分析报告》

等 7期重要科考成果；全年先后为 120批次

1600 余名科考队员提供服务保障；国家科

技数据灾备中心落户青海，助力“数字青

海”建设。

2021 年，我国宣布正式成立三江源

国家公园等首批国家公园，青海省三江

源国家公园星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及数

据平台建设和开发应用、祁连山黑河源

草地生态生产共赢模式创建与示范项目

成效显著；青海生态环境价值评估及大

生态产业发展综合研究重大专项研究成

果，为贯彻落实“双碳”目标要求、制定符

合青海实际的“双碳”时间表和路线图奠

定了坚实科学基础。

一串串数字，一项项成果，浸润着青海

科技领域工作者的心血与汗水。2022 年，

青海科技系统将按照《青海省“十四五”科

技创新规划》任务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研

攻关，着力打造高原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高

原青海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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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牛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首批 7个湖北

实验室揭牌，吹响科技创新“集结号”，引领东

湖科学城前沿创新。

湖北实验室各牵头组建单位联合相关领

域优势力量，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湖北

省产业经济发展需要，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正

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光谷实验室多个科研成果发表在全球顶

级学术刊物上；洪山实验室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70 余篇，“敦玉 810”“中油 811”等品种成

功转让……一年来，多个创新金点子逐渐结

成硕果。

奋力，建设一线只争朝夕

1 月 15 日，湖北东湖科学城前线指挥部

成立，目前，在东湖科学城核心区，9个占据东

湖科学城在建项目半壁江山的项目，正热火

朝天地加速推进。

今年是湖北东湖科学城启动建设的第二

年，新增3个大科学装置纳入国家“十四五”专项

规划，总数达到5家。先进存储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创新中心等3家国家级创新中心已经建成。

“今年要加快建设，特别在前期一些存在

疑难杂症困难的地方攻坚，确保大科学装置

全面开工建设，东湖科学城范围内实验室基

本建成，新批的国家级创新中心也要如期开

建。”东湖科学城攻坚突击队队长陈华奋说。

武汉未来科技城规划设计处工作人员车

寅介绍，马上开工的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东地

块二期，一栋200米超高层建筑即将拔地而起，

成为光谷东及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新地标，也

将作为光谷东招商展厅，向外展示的窗口。

根据“三步走”规划战略，到 2025年，湖北

东湖科学城主体框架基本建成；到 2035年，全

面实现湖北东湖科学城核心功能，支撑“两个

中心”进入领先行列；到 2050 年，四大全球创

新中心战略发展目标实现，建成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科学城。

（上接第一版）草案规定了成渝金融法院的

案件管辖、监督、法官任免等主要内容。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周强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

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报

告介绍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主要成效、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指出将以更大力度加强科技

创新成果保护，以更实举措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

理，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

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

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任杨晓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

（上接第一版）
近日，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省乡村振兴

局、省民政厅等 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的若干

政策措施》，从就业帮扶、产业培育、社会融

入、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 17 项政策举措，

支持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 99.6117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从“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的六类地区有序搬出，建成集中安置区

2832个，其中 3000人以上安置区 33个。

为做好 33 个大型安置区后续帮扶，促

进群众社会融合，巩固搬迁脱贫成果，云南

省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就业质量，

健全就业帮扶工作机制，保持大型安置区

就业领域扶持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

体稳定。

“我们制定出台脱贫人口收入增长政

策措施，促进脱贫人口稳定持续增收，推动

脱贫地区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云南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黄

云波说，在就业方面，云南深化东西部劳务

协作，打造劳务输出品牌，提高就业组织化

程度，支持脱贫人口就近就业创业，着力稳

住脱贫人口就业规模。

此外，云南省各地还加快安置区与迁

入地融合发展，提升完善配套设施，促进搬

迁群众快速融入，建立搬迁家庭新增人口

住房困难保障机制；建立定向精准帮扶长

效工作机制，支持大型安置区创建“稳得

住、能致富”搬迁示范区。

（科技日报昆明2月27日电）

云南：用情用心，创新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

科技日报南昌 2 月 27 日电 （记 者寇
勇）作为江西省建设种业强省的标志性工

程，2 月 27 日，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国

家重点实验室种猪资源中心建设项目奠基

仪式在安义县举行，江西省副省长胡强与

省政府各职能部门领导共同挥锨铲土，拉

开了我国首个生猪种业“破卡”创新基地的

建设帷幕。

“粮猪丰、天下安”，猪肉是我们国家普

通百姓肉类消费的主体，每年相关产值超

过二万亿元，而种猪资源是生猪种业科技

创新的基础，生猪种业又是整个产业链的

芯片与“卡”点。据了解，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黄路生领衔的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

科技创新团队，持续专注猪遗传改良技术

创制和产品创造 30 多年，构建完成了完善

的 中 国 及 世 界 地 方 猪 种 资 源 基 因 组 DNA

库、大规模白色杜洛克×二花脸 F2 资源家

系、全球唯一的家猪嵌合家系等多个全国

共享遗传材料研究平台；构建了完整度达

到 99.9%的中西方猪种完美基因组 2 个，研

发了育种性能全面超过美国的家猪新品种

培 育 基 因 芯 片“ 中 芯 一 号 ”，培 育 了“ 华 系

第一父本”种猪新品种等，已成为我国生猪

种业破卡的主流技术。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

此间表示，江西开工建设国家种猪资源中心

项目，勇担国家种猪创新重任，将为国家生

猪种业振兴、“一猪两用”战略实施，推动我

国种猪产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作出新贡献。

据悉，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国家重

点实验室种猪资源中心建设项目，占地 708

亩，建筑总面积 25000㎡，将按照“政策遵循、

环保示范、成果一流、价值共享”建设原则，

建设国际一流“一猪两用”研发基地，建成

“两群”（全球微型猪种质资源群，国际领先

家猪高效精准育种技术研发实验群）、“两

库”（全球种猪资源库、生猪种业智慧大数据

库），保存国家及全球优良种猪资源、创制科

学研究创新材料，实现猪种资源保护和人类

疾病模型创制的创新需要，实现目前国际领

先自主产权猪育种基因芯片“中芯一号”持

续技术升级的创新需要，为江西省“双一流”

优势高峰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乡村

振兴提供条件保障，积极服务国家生猪种业

“破卡”和健康中国 2030 国家战略提供创新

基地。

江西开工建设国家种猪资源中心

“‘三一工程’由袁隆平院士倡导，是一个

以高产为主，兼顾优质绿色水稻生产的技术

体系创新工程和示范工程。按袁隆平院士的

设想，工程持续实施所产生的效益会是巨大

的。比如，我们的科研水平、服务农业农民的

水平、农民种田的效益，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这一工程有望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2 月 27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三分地养活一个人”

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以下简称

“三一工程”）工作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项目首席科学家柏

连阳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技术创新，品种选育很“666”

2018 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组织启

动实施了“三一工程”。去年，中心联合 6家协

作单位、33 个示范基地，开展了 5 种模式的多

学科协作攻关。一年来，无论技术创新还是

品种选育，都很“666”。

水稻茂两优 1016 等 6 个组合通过国家审

定。水稻爽两优丰籼占等 6 个组合通过省级

审定，增产幅度 5%以上的品种占 66.7%。华

薯 9 号等 6 个优质高产品种小面积试种亩产

达 2000 公斤以上。春玉米筛选出了丰垦 139

等 6个早熟、高产、宜机收品种。

有良种，也要有良法。“我们创研了系列

高产绿色栽培新技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说。

据悉，针对不同种养模式核心示范区条

件，项目组因地制宜研创出了双季超级稻绿

色高产技术、超级杂交中稻+再生稻综合丰产

栽培技术、超级杂交中稻+马铃薯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春玉米—晚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一季超级稻+小龙虾生态种养技术等 8 项高

产绿色栽培技术，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支撑。

五大模式规模化示范，
粮食亩产屡破1200公斤
“我们在 33 个县市示范基地开展了以水

稻为核心的粮食种、养的五种模式规模化示

范，核心示范片面积 7.8万亩，辐射面积 208万

亩，示范效果很可观。”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党委书记、项目负责人许靖波说。

汨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万齐会上表

示，该市成功完成了“超级杂交中稻+再生稻”周

年每亩生产 1200公斤原粮模式的试验示范任

务。在五大模式规模化示范里，粮食周年亩产量

突破1200公斤，是继“666”后的又一数字“规律”。

在湖南省湘阴县等 17 个示范基地实施

的“双季优质超级杂交稻”粮食周年生产模

式中，省级测产的基地县核心示范片，平均

亩 产 早 稻 与 晚 稻 两 季 粮 食 产 量 合 计 1270

公斤。

在汨罗市等五示范基地实施的“一季超级

杂交稻+再生稻”粮食周年生产模式，和宜章县等

三示范基地实施的“春玉米+一季优质超级杂交

晚稻”粮食周年生产模式里，市级测产的基地县

核心示范片水稻的周年亩产均达1200公斤。

在益阳市赫山区构建的万亩综合示范

片，“双季优质超级杂交稻”模式示范周年亩

产 1223.2公斤，“一季超级杂交稻+再生稻”模

式示范周年亩产 1201.7公斤……

“很多科研成果，在实验室里的结果很

好，小试结果也很好，但大面积推广却很难。

‘三一工程’很注重技术落地。技术研究过程

可能很复杂，但技术推广上必须做到简单易

操作，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这样，‘高

产’才有望从小范围的‘试验田’，走向大面积

的‘农民田’。”柏连阳说。

农户效益显著增加，种植面积则有望迅

速扩大。以汨罗市为例，据测算，汨罗市“一

季稻+再生稻”模式，比常规一季稻模式亩均

增 效 860 元 ，比 普 通 双 季 稻 模 式 亩 均 增 效

1260 元。通过前三年示范，农户种植意愿明

显增强。今年，该市再生稻面积有望增加 1.9

万亩。湖南省衡南县，通过大面积推广“双

超”模式绿色超高产技术，双季超级稻种植达

19.12 万亩，累计增产粮食 0.315 亿公斤，新增

效益 0.794亿元。

此外，数据还显示，与2020年比较，2021年

“三一工程”的核心示范面积和辐射应用面积，

分别扩大了 0.9万亩和 2.7万亩。项目区累计

增产粮食20.9万吨，新增经济效益4.3亿元。

“我们将进一步集成最新的农业技术和

模式，整体推进‘三一工程’项目。”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帮介绍，今年，“三一

工程”拟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新技

术示范和应用力度，加强不同模式重大新品

种的选育力度。同时，针对农业生产中的肥

料、农药等投入较大现状，会进一步开展高产

绿色节本配套栽培技术研创，积极构建新时

代超级杂交稻高产绿色节本生产新模式。

袁隆平院士倡导的“三一工程”，效益会很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