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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的出台，主要是应对当前经

济‘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也为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产业变

革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所长陈志所说的行动方案，是日前科技部、

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方案（2022—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

方案》）。

8 月 18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龙海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出台《行动方案》是落实《科技体制改革三

年攻坚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提升科技对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的有力支撑。“特别是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企稳

复苏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国家进一步

加大对各类企业支持力度，对促进中小科

技企业快速成长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意

义重大。”他说道。

直面技术创新五大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被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在创新投

入和产出的数量上成为了主体，但在能力

结构上还很难称得上是主体，我国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参与此

次《行动方案》编制的陈志将其归结为五个

方面的能力不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技

术创新决策能力不足，面向重大需求的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不足，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的原创技术策源能力不足，面向全球

竞争的高端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不足，面向

协同高效产业生态的融通创新能力不足。

“特别是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

高研发投入的企业数量少。”陈志以数据为

例说，2020 年全球研发投入 2500 强企业

中，我国有 597 家企业入榜，仅次于美国。

但我国入榜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为 2.4 亿欧

元，低于美国的 4.4亿欧元，日本的 3.8亿欧

元和德国的 7亿欧元。

对此，龙海波深有同感。他直言，当

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有待提升，

共性短板主要表现为：源头创新力量比较

薄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畅、社会资金支

持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不够、各类企业获得

创新资源的公平性和便利性仍有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存在的不足，按照《科技体制改革三

年攻坚方案》的总体部署，《行动方案》进行

了系统考虑和设计。

精准施策突破重点问题

“由于实施周期有限，必须兼顾存量和

增量政策、长期和短期政策，《行动方案》试

图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突破，同时也进行

了一定的政策储备，可谓有亮点有创新。”

陈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行动方案》提出

“建立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

的机制”，将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国家科技创

新政策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建立企业家科

技创新咨询座谈会议制度、企业创新高端

智库网络等新渠道新机制，支持企业提升

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能力，更加深入地参与

国家科技创新决策。

支持企业前瞻布局基础前沿研究，加

快推进科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企业开放，

成为《行动方案》的两大亮点。

“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管理，聚焦企业发展重大需求

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前瞻部署基础研究。

探索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基础前沿类重点专项成果与企业需

求对接机制。”陈志解释说，《行动方案》希

望通过系统施策，强化目标导向，更多从企

业和产业实践中凝练基础研究任务，激励

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行动方案》特别提到，引导企业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

济企业加强硬科技创新；加大科技人才向

企业集聚的力度……

“《行动方案》对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

企业创新提出了努力方向，强调不能仅停

留在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创新上，还要在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关键核心技术上进一步

创新突破，不断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龙海波称。

陈志指出，当前，一些代表性企业已开

始投入硬科技、投入前沿领域，这是很好的

苗头，政府需要从科技投入、税收政策等方

面更加精准施策，解决这些企业在创新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关于校企院企科研人员‘双聘’，这也

是调研中很多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陈志

直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激励机制束

缚了科研人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企业的

科研人员往往还得不到科学共同体的认

可。“这就需要双向发力，在有条件的企业

和高校之间试点‘双聘’机制。”

龙海波进一步指出，《实施方案》中力

促企业科技人才集聚的举措，抓住了科研

人员结构性矛盾关键所在，类似“双聘”流

动机制试点或将成为科技人才体制改革的

突破口，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健全“双

聘”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

（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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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实习记者孙
明源）18 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在京举行“中国

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新时代宣

传文化工作情况和成就。在发布会的介绍和

问答环节，来自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文

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的发布人均提及，党的

十八大以来，科技在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表示，为优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宣部推动建设了国家公

共文化云、智慧广电、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

馆、数字农家书屋等。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

馆实际持证的读者达到了 1.03 亿人，群众文

化机构服务人次 8亿多，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000 场，教育活动 32 万场，接待观众近 8 亿

人次，相关网站网络的浏览量 41亿人次。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映川补充说，文旅

部积极实施公共文化数字化项目，依托数字化

技术手段进一步促进文化服务质量的提升。

过去十年间，文旅部累计建设并提供给广大读

者的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3844TB，包括电子书

和视频资料等，大体上相当于增加了10个省级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总量。此外，新科技手段的

广泛应用还促进了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广电总局副局长孟冬称，十年来，广播电

视公共服务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村村通”

到“户户通”已经实现，凭借有线电视网络和

无线发射台站的数字化改造，以及直播卫星

在偏远农村地区入户应用的拓展，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的综合人口覆盖率

分别达到了 99.48%和 99.66%。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

盛荣华提及，网信办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归纳

起来就是抓好“三个主体”“三个规范”。其中

“三个规范”包括技术应用的规范，网信办将

督促平台严格落实好算法推荐等管理规定，

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以技术

规范来保障内容规范。

孙业礼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过不了互联

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是一个

重要论断。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国家重要

的基础设施安全，网络无处不在。中国将抓

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机遇，以信

息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化，加快现代

化进程。

科技支撑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问诊苍穹，明年我国将发射一颗名为“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的卫星，它也是全球

首颗医学遥感卫星。8 月 16 日，科技日报记

者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获悉，全球首颗健康

研究领域的专用遥感卫星——“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健康号”医学遥感卫星（珞珈四号 01

星）将于 2023 年发射升空。该卫星将以遥感

技术赋能环境健康与智慧医疗研究，以融合

创新助力健康中国。

探测影响人类健康环
境因子
“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具备大面积、高时效

与周期性等优势，是探测影响人类健康环境

因子的有效手段。”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平湘说。

健康环境监测是人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目前，地面监测点前期建设成本高、后期维护

任务重，难以在欠发达地区开展持续有效健

康环境监测。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

技术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学遥

感信息研究院院长龚健雅介绍，国际对地观

测组织 GEO 发布《GEOSS全球地球综合观测

系统》制定的九大社会服务（健康、灾害、森

林、能源、水体、气候、农业、生态、海洋）中，目

前唯独缺失针对健康领域的专用遥感监测卫

星，在数据源头上限制了医学与遥感信息领

域进一步交叉融合。

他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医学遥

感卫星是全球首颗“遥感+健康”专用卫星。该

卫星设计载荷重约50kg，装备可见光高光谱相

机、紫外相机等，兼具高光谱、微光、紫外等多

模式，具有一体化设计、成像范围广、工作模式

多、图像获取快等优势，将重点围绕中国，兼顾

周边国家，探测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因子。

龚健雅表示，面向环境健康遥感监测的

国家需求与学科前沿，研制多传感器载荷卫

星平台，将针对影响人类健康的“水—土—

气”环境要素探测设计载荷与选择波段、突破

高光谱环境遥感智能高精度反演监测关键技

术，提升全球健康研究领域遥感监测能力，将

健康、人口和环境数据联系起来，实现在不同

地理尺度评估和量化健康相关变量与环境风

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遥感技术赋能医疗大
有可为

李平湘认为，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世界

发展大趋势。目前，心脏介入手术等很多医

学操作技术，借助遥感三维卫星定位系统得

以完成。未来，借助遥感技术对人体内空间

进行精确三维建模与定位，手术机器人可根

据导航进入身体内。

此外，医生有望使用支持胶囊的精准导

航控制，针对患者病情，把患者吃进去的胶囊

送到病灶区域，达到只干预病灶区不影响其

他区的定点、精准治疗的效果。

龚健雅表示，除记录位置，定位数据还可

记录人的姿态。当下国内年轻人得肠癌更多

是因为自己发现病情时间太迟，直到大出血

才去看病，而非发现自己在卫生间逗留时间

异常后即刻去看病。

相比之下，连续位置大数据能记录人在

卫生间的常规时间与异常时间，提示一定拐

点和时间节点，做到及时诊断、及早防治。

他认为，在疾病与生态环境关系中，遥感

大数据分析至关重要。同时，难点也十分突

出，室内导航定位可以精确到厘米，而人体精

度要求更高，一般需要精确到毫米；人体内部

机构非刚性，不论是成像系统进入还是导航

定位都比较困难。

“遥感信息技术在医学领域大有可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医学遥感信息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德

仁表示，“遥感是用科学方法诊断地表特征，

医学是用科学方法诊断器官和体表特征，二

者密切相关。”

遥感技术联合计算机信息技术，可将医

生视觉分辨率有限的人眼升级为“火眼金睛”

和“千里眼”，很多医学操作技术如心脏介入

手术，借助遥感三维定位系统得以顺利完成。

对医生而言，遥感信息技术“加持”能避

免手术过程中对神经和血管的误伤和严重并

发症，实现个体诊断和治疗更清楚、更准确、

更高效。医学与遥感携手共进、强强联合，产

出世界一流融合创新成果，有望解决更多生

命健康难题。

专用卫星：遥感技术赋能医疗健康

8 月 1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省

锦州市先后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东湖森

林公园，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

胜利进程，听取辽宁省防汛工作和当地加强

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情况介绍。

近年来，锦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推进“三河共治、三山共建、两环一带建

设”，让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让“锦绣之州”的人民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绿色生态福祉。

荒滩变身候鸟栖息地

夏日，锦州的清晨凉爽宜人。盈天彩霞

的掩映下，一束束阳光从云层中“探”出头来，

在河面上投射出斑驳、潋滟的光影。

岸边，杨森早早架好摄影器材。他是专

程从大连赶来锦州“打鸟”的——在摄影爱好

者口中，这是拍摄鸟类照片的意思。

科技日报记者在他拍摄的照片上看到，

黑嘴鸥、大滨鹬等各种鸟类或在天空翔集，形

成奇特、壮观的鸟浪；或在滩涂上自由自在觅

食，鸟儿羽毛舒展，神态自若，在蓝天碧水的

映衬下煞是好看。

眼下正是夏秋交替时节，候鸟迁徙大

幕已悄然拉开，大、小凌河口俨然成了众多

候鸟的聚集地，这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观光。

“这样的景色过去可不常见。”锦州市野

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协会副会长余炼感慨地

说。辽宁锦州位于渤海的北端，这里有锦州

湾、大小凌河口等多样的地理环境，有自然保

护区、滨海湿地等典型的生态系统，还是东北

亚候鸟迁徙的国际通道。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滩，长期受海洋潮汐

侵蚀，土地盐碱化严重，植被也很稀疏。”锦州

市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负责人裴强说。通过

近 10年的持续修复，芦苇已经形成苇海，面积

达 22平方公里，是之前的 4倍，水的盐碱度控

制在千分之三左右，越来越适合野生动植物

生活和繁殖。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 5 月，两只可爱的野

生丹顶鹤宝宝在这里孵化、成长。据专家介

绍，丹顶鹤对繁殖地环境要求严格，要有足够

的食物且生物多样性好，周围物种以原生态

为主，对安全性要求特别高。丹顶鹤在这里

恢复自然繁殖，表明这里的生态环境近年来

发生了质的改变。

这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背后，是锦州市多

年来在生态修复工作上所作出的不断努力。

“十三五”期间，锦州市通过退养还湿、污染清

理、潮沟清淤疏浚、河湖水系连通等方式，累

计完成了 13.4万亩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修

复工程，开展了 4万余亩湿地修复工程。当地

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鸟类由 2015 年

的 260余种增加到目前的 370余种。

山清水秀人安乐

明人孙承宗督师蓟辽时，曾驻防锦州。

在他笔下，锦州的母亲河小凌河美景如画：

“即晴晓亦如烟鬟，乃若濛濛烟雨”。由此，锦

州八景之凌河烟雨得以名扬天下。

可这美景，曾一度淡出锦州人的视线。

由于缺乏科学治理，小凌河经常断流，大风天

尘土飞扬，不见往昔碧波荡漾的风姿。

让母亲河流起来、清起来、美起来，是锦

州市实施两河治理工程的目标之一。2014年

4 月，锦州市两河治理工程启动以来，对小凌

河及其支流女儿河、百股河实施全面生态治

理。如今，河床被重新平整，向下深挖、做防

渗工程，增加蓄水量；沿河修建十余公里绿化

带，形成市区最大的带状公园；小凌河北岸

129万平方米的河滩荒滩树林改造成了有“城

市氧吧”之称的东湖森林公园，犹如一大块翡

翠嵌在河边。

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近水村居少，沿

山草甸芳”的东湖森林公园，如今已经成为锦

州市民的心头好。城中的女儿河、小凌河、百

股河三条河流碧波荡漾、城水相依、风光旖

旎。沿河两岸绿树成荫，背街小巷整洁明亮，

老幼各有所乐，周末露营的人群络绎不绝，特

别是夏季的傍晚，市民徜徉其间，乐享生态之

美、城市之美、生活之美。

“家乡变美了”，这是当地人最直观的

感受。生态美了，生活靓了。面向新征程，

更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使这里的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

“锦”绣江山描摹生态福祉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杨 仑 郝晓明

8月18日，在位于峨眉山脚下的峨眉山市桂花桥镇，村民们在刚收割完水稻的高标准农田里忙着种植中药材泽泻和川芎。收割、整田、栽种，一派忙碌景象。近年来，四川省峨眉山市桂花桥
镇因地制宜，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社，通过改造高标准农田2万余亩，引进川芎、泽泻等中草药种植，推行一季水稻一季药材的“稻药轮作”模式。左图 工作人员操作机械收获水稻。右图 村民在水
稻田里种植中药泽泻。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雪）日前，来自中国

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 40多位科研

人员进行了昆仑山综合科学考察，在昆仑山

海拔 5200米的独尖山成功建立了多要素北斗

传输自动气象站。该站系迄今为止中昆仑山

脉最高海拔气象站点，在常规气象要素的观

测基础上添加了总辐射与地表气温观测，采

用一体化的国产气象探测设备，填补了该区

域在气象观测数据的空白，将为研究高海拔

天气过程、气候变化及昆仑山独特降水特征，

提供珍贵的气象资料。

本次科考在第二次青藏科考“气候变化

与西风—季风协同作用”任务的框架下展

开。青藏高原北坡的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沙

漠地区是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和青藏高原气

候水汽能量研究的关键区。随着近年来青藏

高原地区“变暖变湿”，新疆南部地区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显著增多，追踪与

变化相关的水汽能量演变、揭示变化背后的

可能机制及可能造成的影响，也愈发紧迫。

独尖山地处昆仑山巅，环境恶劣，天气多

变。科考队穿越戈壁平原、风积沙丘、中山丘

陵、中山山地、中（高）山峡谷、高原等六大地

貌区，海拔提升约 4000 米。科考队员克服冰

雹恶劣天气与高原反应，成功调试新建站点

设备，并实现数据回传。据了解，该区域“沙

漠—绿洲—昆仑山—藏北高原”阶梯式观测

站点正在建设中。建立阶梯式观测站将极大

地促进认识昆仑山北坡独特的降水特征、复

杂下垫面降水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干湿走

向等科学问题，同时支撑新疆、西藏等西部地

区的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

昆仑山巅建成多要素北斗传输自动气象站

科技日报昆明 8月 18日电 （记者赵
汉斌）与绿藻共生的肺衣类，是大型叶状地

衣的代表，有悠久的食药用历史，但弄清其

物种划分和系统演化过程的问题却并不容

易。18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获悉，该所王立松研究员与相关研究

团队合作，首次较为清晰地揭示了绿藻类

肺衣在喜马拉雅及横断山的演化过程。

与大自然各种争奇斗艳的植物相比，

作为菌藻群落存在的地衣显得有些“另

类”。早在侏罗纪之前，已有藻类和真菌的

痕迹，所以地衣堪称现生生物的“老大

哥”。地衣是真菌孢子与藻类或蓝绿细菌

藻在合适的环境下经过自然选择的产物。

与绿藻共生的肺衣类，在喜马拉雅和横断

山地区高海拔湿冷原始森林中尤为丰富多

样，民间俗称“青蛙皮”或“老龙皮”，其食药

用历史久远。然而，长期以来，传统形态分

类对绿藻类肺衣进行物种划分都十分困

难，对其在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地区的物种

组成与系统演化过程也不甚清晰。

王立松研究员联合瑞士联邦研究所杨

美霞博士和克里托夫·谢德格教授团队，对

绿藻类肺衣基于核糖体 RNA 内转录间隔

区、编码 RNA聚合酶 II第二大亚基和蛋白

质翻译延长因子三个基因片段，构建了东

亚绿藻类肺衣属的系统发育框架，从分子

系统发育、形态学和生态学证据展开了综

合讨论。

研究发现了 11 个新物种，且都发生于

晚中新世之后，其中 10个新物种均发现于

我国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区。研究还澄清了

东亚绿藻类肺衣共有 21种，含喜马拉雅和

横断山区的 15种，占东亚地区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因此这里也是绿藻类肺衣在东

亚的多样性分布中心。

研究还构建了绿藻类肺衣的进化树，

推算出它们起源于中新世中期的东亚，喜

马拉雅和横断山隆起所形成的复杂生态小

环境，或许为绿藻类肺衣提供了多样生命

形式繁衍的“乐园”，也可能同时为一些孑

遗类地衣提供了“避难所”。此项研究近日

发表在真菌学国际权威期刊《Persoonia》

上。

新研究揭示
绿藻类肺衣演化“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