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源

编辑尧版式院张双虎 校对院么辰 圆园10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一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愿圆远员9191-8191 耘原皂葬蚤造押shzhang岳泽t蚤皂藻泽援糟灶

科学基金挽救国宝级新物种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华木莲（又称落叶木莲），是全世界唯江西
宜春特有的珍稀濒危新树种。1996 年《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华木莲列为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
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经过
科研人员和园林技术人员的努力，
目前这一珍
稀濒危植物的濒危状态正在缓解，
并一步步走
进人们的生活。作为珍稀观赏植物，华木莲已
被移植到昆明、广州、南京等 16 个省区 36 个
市县扎根生长。

一级珍稀树种解除濒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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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医大细菌耐药基因研究
取得进展
本报讯 日前，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
学院院长张凤民教授在两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和 1 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资助
下，在细菌耐药基因研究方面获得突破性
进展。
此项研究耗时 10 年，研究结果分别发
表在国际抗生素学会期刊、美国微生物学
会期刊、研究论文发表及多种核心期刊上，
在国内外首先发现了细菌耐药基因的差异
表达现象，并明确了细菌对喹诺酮耐药必
需的突变位点，从而确定了控制耐药基因
表达的研究新思路，对进一步建立“通过控
制细菌耐药基因表达以及合用抗生素”的
用药策略、
控制耐药菌的感染奠定基础。
据张凤民介绍，该研究从耐药表型和
遗传背景角度，在保存大量菌株的基础
上，对细菌耐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首次发现 β- 内酰胺类和喹诺酮类耐药
基因在敏感株中 的存在情况，进而发现
细菌染色体型编 码的耐药基因在转录水
平发生的差异表 达，证明这种差异表达
决定了细菌对氨 苄西林的敏感表型。同
时，发现并确认了喹诺酮抗菌作用靶位
变异中必需的耐药突变位点，并确定其
在喹诺酮耐药中的作用。从抗生素钝化
酶、耐药基因、耐药性转移机制等角度全
面研究细菌的耐药机制。从耐药表型、临
床感染特征、耐药机制水平建立了地区
性耐药菌监测数 据库。在发现耐药基因
差异表达及其机 制的基础上，建立耐药
逆转策略，并初步筛选了具有逆转细菌
耐药作用的物质，为耐药菌的控制提供
了新的研究方向。研究中保存的大量菌
株及其相关数据，从耐药谱和耐药程度、
临床感染特征、耐药机制水平建立了地
区性耐药菌数据 库，为进一步进行细菌
耐药的国内外合作研究建立技术及其平
台。
（柯旺）

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研究引起业界关注
本报讯 日前，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赵国
浩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应急研究项目——
—
“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
制的政策体系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得到了山西省发改委、物价局、中国太原煤
炭交易中心领导专家的认可，并在近期举
办的第三届能博会上引起业界关注。
该项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前期研
究课题之一，主要针对近几年来煤炭价格
上涨，以及煤电矛盾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
的重大影响问题，力图寻求构建合理的煤
炭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方案。该研究课题
理清了煤炭价格的全成本内涵，剖析了煤
炭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了建立合理的煤炭
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建议，并就如何让煤
炭价格形成机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等
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
该研究项目对促进我国煤炭工业改革
发展，推动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尤其是对
山西省煤炭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柯旺）

延边医院 7 个科研项目
获批立项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延边大学附属医
院获悉，该医院又有 7 项科研项目在 201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被批准立
项，获课题经费 181 万元，创下该院立项项
目和资助经费金额的历史新高。
近年来，该医院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申报工作，院长金哲虎带头抓科研
工作，医院每年召开申报动员大会，邀请专
家讲解申报要点，进一步激发了医务人员
科研积极性，增强了申报信心。目前，该医
院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的数
量、质量及批准率逐年稳步上升。 （柯讯）

据中国园林网 9 月 20 日消息，经过科研
人员 8 年精心培育，江西省吉安市北华山林场
引种的 40 亩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树种——
—
享有
“植物中的大熊
华木莲长势良好。这表明，
猫”之称的华木莲濒危状态正逐步缓解。
据专家介绍，自 2002 年引种以来，北华山
并将调
林场每年定期调查华木莲的生长情况，
查结果汇总研究其习性。目前，这批华木莲年
均树高生长量达 0.9 米，这为今后更大面积栽
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00 年，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从宜春市采
用种子培育的方法，进行移栽引种华木莲。为
了更好地保护华木莲，该县在选择栽培地时，
受外界干扰少的
选择与华木莲原始生境相似、
禁
区域。同时，加大保护好华木莲的生态环境，
该县在武功
止人为砍伐，促进自然更新。目前，
山等 3 个国有林场成功引种华木莲 100 余亩，
最大胸径达 18.4 厘米，
最高树高达 11 米，
成活
率约 85%。
在宜春市林科所温汤试验林场，2 万余株
华木莲苗木也长势喜人。今年初培育的数千株
华木莲苗木正吐露新叶。
宜春市林科所研究员郑庆衍说，为保护华
木莲，该所和江西农业大学携手，两次为华木
莲研究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这两
项研究为推广造林和庭园绿化打下了基础。”
郑庆衍说，
“历经 20 余年科研攻关，世界上唯
宜春特有的珍稀濒危新树种华木莲繁衍后代
的关键技术——
—种子繁育技术已经成熟。”

猕猴桃引出的大发现
华木莲是全世界唯江西宜春特有的珍稀
濒危新树种，1996 年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将华木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但说
起这一珍稀物种的发现，还和几个猕猴桃有
关。
1988 年秋，时任宜春地区林科所副研究员
江西树木学会理事郑庆
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衍带队在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中进行四方竹
调查。休息的时候，同行的武惠春发现所靠的
树上有猕猴桃藤缠绕其间，更有颗颗诱人的猕
猴桃挂在藤上。武惠春于是爬上树，想摘几颗
猕猴桃让大家尝尝。采摘时，
武惠春意外发现
为木兰科木莲属中罕见的落叶乔木，
阳性树种，
华木莲（又称落叶木莲）隶属木兰科华木莲属，
便
这棵树上有一种果实，鲜红亮丽，与众不同，
中等喜光，
幼年稍耐荫；
喜凉爽湿润气候和深厚肥沃的酸性土壤。根系发达，
主根明显，
早期速生，
告知树下的郑庆衍。郑庆衍嘱咐武惠春把果实
不耐干燥瘠薄之地。4 月初展叶；
花期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
果熟期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结果
觉得从没见过，
采下来，两人经过仔细观察后，
两年一个周期。
量大小年明显，
便小心地收集了一些样本，准备回去再进一步
花为白色，
有碗口那么大，粉白如玉，
艳丽无
华木莲要生长 20 多年才能开花结果，春天开花，
鉴定。
果实为绿色，
成熟后自然裂开，
裂开后像石榴，
点
比，
如同水中睡莲，
秋天结果，
种子鲜红如血如火，
回到宜春林科所，郑庆衍等人查阅了相关
“美男子”
，
是优良的观花
缀于绿色的树冠，
玲珑可爱。无论是花、
果实，
还是树的形状都不愧为树中
资料，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树种。研究人员对
可用于山区造林及平原、
园林绿化、
观果植物及用材树种，
美化。
该树进行了保护和继续观察，同年冬天，又发
现该树具有落叶性。在此种新植物被发现以
前，
整个木莲属均为常绿乔木。该树种发现了
繁叶茂，
树型高大优美，枝条层次明显，具有很
与木莲属两树种光合生理生态研究”
“逆境对
、
一种从未见过的标本：木兰科木莲属中罕见的
等方面的课题。
高的观赏价值。
木兰科树种伤害机理研究”
落叶树种，因此华木莲又名落叶木莲。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研
南
此后，郑庆衍等人联系江西农业大学、
科学基金是
究人员分析了华木莲种群空间格局和种间联
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
结性。并采用 RAPD 分子标记技术对 19 个华
相关专家对这棵树的枝条、花朵、果实进行了
华木莲保护研究的及时雨
木莲天然种群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其遗
考察鉴定。1995 年，经专家现场考证，
确认华木
在仅有 2 株母树的
野生华木莲被发现后，
传多样性水平较低。研究人员发现华木莲的光
目前我国也仅存于江
莲未见于世界其他地方，
保护、
繁殖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从技
情况下，
合生理生态指标测定结果显示水分利用效率
西宜春市，为新发现树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
术层面上说，华木莲作为一个新种，科研人员
低，表明其对水湿条件的要求较高。研究发现
“落叶木莲”，1999 年华木莲被国务院列入国家
生长规律等一无所知，研究缺
对其性状、特征、
华木莲属于衰退种群，其原生境人为干扰大，
并经国务院批准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乏可供借鉴的依据，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加
植物群落破坏较为严重是华木莲致濒的主要
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
上宜春科研所研究经费欠缺，对华木莲的保护
科研人员在原生地采用了人
因素之一。因此，
这一新树种的发现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
和研究困难重重。
补植大量的华木莲苗
工促进天然更新的措施，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为研究木莲属中的新
1996 年，
在华木莲被专家确认为新树种后
扩
木，
并使华木莲辐射到 16 个省共 36 个市县，
组合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植物分类科学上，其
不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批准了由宜
大了其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
为木兰科的木莲属与木兰属之间找到了一种
“华木
研究人员还测定了华木莲某些器官中的元
相互衔接的链环，对研究木兰科的系统演化、 春市林科所和江西农业大学联手申请的
第一期研究项
对
莲生物学特性及繁殖技术研究”
素含量，
对木兰科树种抗逆性机制进行研究，
探讨被子植物的起源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
“华
目。2002 年，
这两家单位联合申请的第二期
木兰科树种的环境适应性进行综合评价，为华
现已由英国皇家
此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木莲保护生物学研究”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木莲就地与迁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植物园收编在册。
金的资助。
20 多年来，相关专家一直对华木莲进行观
此外，华木莲是木兰科木莲属中罕见的落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资助了浙江林
不断尝试繁育新技术。目前，
宜春林科
察、
分析，
叶乔木，阳性树种，中等喜光，幼年稍耐荫；喜
学院、江西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申
所正在进行华木莲无性繁殖（扦插）试验。据工作
凉爽湿润气候和深厚肥沃的酸性土壤。根系发
、
报的“濒危植物华木莲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人员介绍，
如果无性繁殖试验成功，
将是华木莲
不耐干燥瘠薄之地。4
达，主根明显，早期速生，
繁育史上的突破。不过，
目前该技术还没有取得
月初展叶，花期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果熟 “华木莲及木莲属几种植物的 比较解剖学 研
、
“ 华木莲
究”
、
“ 华木莲群落种间联结性研究”
实质性的进展，
其成活率只有万分之四。
枝
期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华木莲生长期内，

2011 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开始接受申请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办公室获悉，2011 年度浙江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开始接受申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办已向全省发布项目申请指南，
引导项目申
请工作。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分为一般
项目、重点项目和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人须正式受聘于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且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
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6 个月以上。申请人应当是
而且作为主持人当年
申请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只能申请一个项目。
其中，一般项目支持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
索与源头创新的科学研究，发现新人才、培育

新思想。
一般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2 至 3 年，
资助
强度为 5 万至 10 万元，其中数学、管理类为 5
万至 6 万元。
重点项目支持科技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
的研究方向和优势学科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
性研究，
促进学科发展，
推动若干科学前沿或符
合浙江省战略需求的重要领域取得突破。申请
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重点项目
的研究期限为 3 至 4 年，
资助强度为 30 万至 40
其中数学、
管理类为 20 万至 30 万元。
万元，
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
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
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
促进青年科学技
术人才的成长，
培养造就一批进入国内外科技

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申请人应于 196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承担国家级基础
研究项目或者在国外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
的经历。研究期限为 3 至 4 年，
资助强度为 30
万至 40 万元，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其中，
数学、
管理类为 20 万至 30 万元。
申请人可以在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网站
申报专栏下载网上填报操作指南和 2011 年版
的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项目申请的集中接收
工作截至 10 月 29 日下午 16 时止。各申请人应
于 10 月 27 日前完成申请材料的网上填报及提
交，各依托单位在规定截止时间前完成申请材
料的网上审核与提交工作。
（柯旺）

中国 IIASA 专家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
本报讯 日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IIASA）中
国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7 位专家委员会委
员出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王杰主持了
会议，
基金委国际合作局和相关学部代表 10 余人出席
了会议。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应用系
统 分 析 学 会 的 合 作 ， 使 中 国 科 学 家 在“IIASA
2010-2020 十年战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参照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各成员国各
自组建 IIASA 委员会的通常做法，基金委正式成立中
国 IIASA 专家委员会。中国 IIASA 专家委员会的具体
职责和议事规则将根据 IIASA 各成员国通常做法，结
合我国与 IIASA 合作的实际情况，
参照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办法”的有关
中国
要求予以确定。经相关科学部和国际合作局推荐，
IIASA 专家委员会由 9 位专家组成。
中国 IIASA 专家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
。IIASA
1.讨论“IIASA 2011-2020 十年战略规划”
确定今后十年用系统分析方法在粮食和水资源、能源
和气候变化、贫困和平等这 3 个全球性问题领域开展
科学研究。
。
2.讨论
“IIASA 2011-2015 五年实施计划（草案）”
3. 讨论 2010 年 10 月 8 日将在北京举行的“NS有关筹备工作。
FC-IIASA 全球转型驱动机制研讨会”
各位专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与 IIASA 的合作
背景，
对以上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特别
是对正在筹备的 NSFC-IIASA 研讨会，专家们肯定了
初步拟定的四个专题，认为符合中国与 IIASA 合作的
需求，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有利于 IIASA 听取中国专家
对其十年战略规划和五年实施计划的意见建议，同时
也提供了双方学者交流的平台，为今后进一步拓展和
深化双方的实质性合作奠定基础。与会专家还对研讨
会各专题主持人、主旨报告人及参会代表提出了建
议。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02
年 1 月正式代表中国加入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8 年
来，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学者进行了
减灾、
人
广泛深入的合作，
并取得了对国家能源、
环境、
口政策等方面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至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已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联合资助了 10
个合作研究项目，其中包括 4 个面上项目，
6 个重大国
际合作研究项目。
（张英兰）

第八届亚洲研究理事会
主席会议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日前，第八届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
(A-HORCs)在西安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陈宜瑜、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理事长小野元之、韩
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事务总长裴奎汉分别率代表
团出席了会议。
陈宜瑜主持了本次会议。
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
本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是科学规划，三方分别报告
了各自机构未来五年发展的构想，并就资助计划和项
目实施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三方还就 2011 年东北亚学
术研讨会暨 2012 年中日韩 A3 前瞻计划的合作领域，
以及下届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的研讨主题、会议
并达成共识。
召开时间和地点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NSFC）、
日本学术振兴会、韩国科学与工
程基金会（KOSEF，
现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 NRF）共同
发起，
并轮流在三国召开的区域性会议。目的是使三个
科学资助机构的领导人能够定期会晤，有机会就共同
促进
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探讨，
以加强三方的高层交往，
三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为推动亚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研究中心，共同
培养杰出科技人才和解决区域性科学问题，在第二届
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上，三方共同发起设立了中
共同资助三国科学家在选定的
日韩 A3 前瞻研究计划，
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自 2005 年 A3 前瞻计划实施以来，
三方先后在纳米科技、生物技术、气候变化、先进材料、
表观遗传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共同资助了 10 个项
目。
（张永涛）

东北亚下一代互联网及网络
安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
“2010 东北亚下一代互联网及网络
（NRF）共同组织的
在西安召开。
安全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日韩三个国家的 40 余位科学家围绕下一
代互联网及网络安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为三
国开展该领域的中日韩 A3 前瞻计划项目合作奠定了
基础。研讨会后，NSFC、
JSPS、
NRF 三方将共同征集
2011 年度中日韩 A3 前瞻计划合作项目。
本次研讨会中日韩三方主席分别为清华大学教授
吴建平、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村井纯和韩国忠南大学教
授金大荣。会议由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承办。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常务副主任秦玉文、
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常青等出席了研讨会。
中日韩 A3 前瞻计划是中日韩三国科学资助机构
共同发起组织的多边合作研究计划。目的是推动亚洲
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研究中心，共同培养杰出科技人
才和解决区域性科学问题。自 2005 年 A3 前瞻计划实
生物技术、
气候变化、
先
施以来，三方先后在纳米科技、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共同资助了 10
进材料、
表观遗传学、
个项目。东北亚系列学术研讨会是 A3 前瞻研究计划项
目实施的重要环节。 研讨会由中日韩三国科学资助
机构共同组织，
轮流在三国召开。参会的三方科学家主
要就 A3 前瞻研究计划的资助领域进行充分研讨，为三
方开展合作研究作准备。
到目前为止，中日韩三方共同组织召开了六届东
北亚学术研讨会，分别为 2004 年纳米科技研讨会（中
国）、
2005 年生物技术研讨会（韩国）、2006 年气候变化
研讨会 （日本）、2007 年先进材料研讨会 （中国）、2008
年癌症表观遗传学研讨会（韩国）和 2009 年可再生能
源研讨会（日本）。
（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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