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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本报讯台风“梅花”于 8月 7日凌晨从东侧
海面与上海擦肩北上，但仍给上海带来了狂风暴
雨，出现了 8级大风，阵风 9~10级。
在“梅花”逼近之际，上海在第一时间组织科

技精兵强将积极应对，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
所的“追风车”———一台气象监测车前往洋山深
水港海边，试图近距离看清楚“梅花”的“招式”。
近年来，气象专家已经不满足于看看云图，

测测风速、降水和温度，而要了解台风内部的结
构，“捕风”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次出动的是 2007
年启用的真正意义上的追风车，车上先进的仪器
能测量台风的风雨影响数据，分析研究台风内部

结构。台风研究所信息室主任赵兵科表示，“追风
车”在台风逼近时一直有工作人员在车上值守，
成为上海面对本次台风的“前沿哨”。
上海台风所的有关专家还介绍，我国未来将

利用无人飞机穿越风墙来研究台风内在结构，既
节省费用，又保障了安全。
“捕风”理念的转变带动的是一系列捕风手

段的升级换代，声波雷达、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云高仪等观测设备正陆续投入使用，观测范
围也从近地面观测转向大气边界层特种观测。有
关专家认为，上海将更加强调依靠科技来应对自
然灾害气候。 （黄辛）

阴本报记者 贺根生
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 70%。依靠科技

提高中低产田产量，是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
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
近日，一项名为“粉垄栽培”的新耕作方法，

在广西玉林市应用于中产田种植超级稻示范，取
得可喜效果，平均亩产比对照田增加 100～130
公斤，增产 21%~23%。
这一结果，让人们看到了中低产田改造的新

希望。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支持下，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已立项将此技术引入湖南省
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记者从该项目实施伊始便多次随课题组实

地考察，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更是耳闻目睹了试
验示范关键阶段的进程。

粉垄稻禾苗站住了！

4月 13日，晴。
今天，记者随广西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韦

本辉课题组，从南宁前往玉林考察粉垄栽培超级
水稻。

粉垄栽培，是采用专用机械垂直旋磨粉碎土
壤，使其自然悬浮成厢（垄）种植农作物的新耕作
方法。其方法简单，易于操作，省工省时，效果显
著。此前已在玉米、甘蔗等 11种旱地作物种植中
应用，增产 10%～30%。
但此法能否用于水稻种植？虽说此前曾做过

试验，但科研人员心中还是没底。
“经过摸索，我们采用‘水田干耕’法，即在冬

天水田干水后耕作，待插秧前再放水泡田插秧，
已解决水田如何粉垄耕作的难题。现在就看秧苗
能否在粉垄田扎根站立。”韦本辉说。

上午 11点，到达玉林市福绵区新桥镇辛仓
村。一下车，大家就快步走向试验田。
“秧苗都立起来了！”韦本辉兴奋地说。
下午，大家又来到距玉林 30多公里的北流

市民安镇兴上村。这是课题组在玉林布的第二个
示范点。
“怎么这几块田表面这么平？”韦本辉问。
“村民认为泥团太大、不平，用耙拉了一

下。”农技员梁景回答。
虽然事先给村民讲过这是一种新的水稻耕

种方法，可千百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认
为，稻田耕作得“一犁两耙，再拢平”，表面都有一
层泥浆。现在粉垄耕作，泡水后土壤团粒较大，插
秧、特别是抛秧的禾苗能生长吗？有人还是心存
疑虑。

一位站在田边的中年妇女用北流话大声质
问：“你们这样种田，找得到吃的吗？”
有了福绵的经验，韦本辉心里有了底。于是

交待：“那几厢没耙的田不用平了，可直接在上面
插（抛）秧。”

粉垄稻根多且白活力强

4月 21日，晴。
时隔 8天，记者今天又随专家前往玉林。
抵达福绵时近中午，大家顾不上吃饭，便直

奔大田。发现粉垄稻禾苗绿油，比传统栽种的强
壮。

课题组小刘下到粉垄田，用小铲在禾蔸边挖
开一个口，表面干燥的土壤下面却渗出水来。他
分别从粉垄、传统田取出两蔸禾苗，用水轻轻冲
掉泥后，发现粉垄稻根系特别发达、鲜白；而常规
栽培稻，根系多呈棕褐色。
广西农院水稻所原副所长吴汉林说：“白根

多，说明粉垄稻生长活力强。”
经取样、检测、分析，粉垄抛秧比常规抛秧

分蘖、白根、总根数和根长分别增加 33.33%、
177.14%、14.53%和 19.69%。

下午 3点，大家又来到北流试验点。田间随
机抽查，粉垄抛秧根系同样鲜白，长度比常规抛
秧一般增加 3～4厘米。
在总结会上，专家认为，粉垄稻土壤呈海绵

状，提高了保水性能，促进了根系生长，植株生长
相对扎实。下阶段在分蘖前期要浅水促根，到了
分蘖盛期则以沟水养根，以促禾苗数量。

增产不是梦

5月 28日，晴。
今天课题组邀请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江立

庚等专家，前往粉垄稻试验点考察。
粉垄稻远看上去一片青绿，近看叶尖已开始

泛黄，且植株较高，叶片多呈三角、厚直。吴汉林
说：“这样的禾苗抗病虫害能力强。”
玉林农技站罗站长说，两天前来检查，平均

每穗达到 215粒。说完他拔出一株，剥开包叶，露
出一粒粒晶莹的青白色谷胞，引来了一片赞叹。

副研究员甘秀芹从他手中接过穗子数了起
来，几分钟后报告说，共有 318粒，又让大家兴奋了
一阵。随后又抽查了几株，平均下来超过 200粒。

从田里回到农户家，吴汉林与陈耀福拿出计
算器作产量预测。按每亩保 20万穗、每穗 140
粒，千粒重 26克，亩产可达 700千克。

比预想的要好

6月 23日，雨。
今天课题组邀请广西区内专家对粉垄稻抽

穗期有效穗和穗粒性状进行调查评估。
专家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先完成

了辛仓村点的观察、测定。
午饭后，他们又来到兴上村。这时天下起了

小雨，专家们冒雨下田。
这里的稻子虽刚开始抽穗，但一眼望去还是

可以看出粉垄的比常规的好。

专家组公布了现场观测、评估意见：
粉垄稻平均每亩有效穗 22.67 万穗，每穗

187.9 粒，比常规种植的分别增加 23.97％和
4.76％，每亩库容量增加 29.88％。

收获喜悦

7月 22日，晴。
粉垄稻经过 130 多天的生长期，迎来了收

获。今天，由广西区农业厅组织来自区内外大学、
科研院所和管理部门的 9名专家，对粉垄稻进行
测产验收。
上午，经历了对粉垄栽培水稻从质疑到相

信，从希望到践行的辛仓村民，早早就聚集在田
头等候开镰。

专家们到后，分成两个小组，按农业部验收
规定，分头展开验收工作。

大暑将至，阳光照在人身上火辣辣的，不一
会衣服就湿透了。

下午，验收组组长、湖南大学教授邹应斌宣
布了验收结果。

验收结果让人感到惊喜。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研究员白德朗说，粉

垄栽培让水稻生长的每一个阶段得到改善，产生
叠加效应，单产大幅提高。这将为袁隆平院士提
出的超级稻亩产 900公斤目标提前实现作出贡
献。

广东省农科院研究员黄庆希望能将此法引
入广东试验。

对推广粉垄栽培稻更急迫的自然是示范点

县、市。福绵区农业局局长告诉记者，下一步将先
在一些农业专业大户中推广，然后逐步扩大。

邹应斌在肯定粉垄栽培的同时，建议课题组
在如何保水、保肥，粉垄机械如何适应不同地区、
环境，提高效率等方面进一步研究。

许多专家和农户都十分关心粉垄机的价格
和耕作成本。在兴上村，当看到现场摆放着三台
不同规格的粉垄机时，大家纷纷围上来，向五丰
公司李总打听起价格。

粉垄稻示范初战成功，也让项目组深受鼓
舞。韦本辉说：“接下来我们将在现有粉垄稻田上
进行免耕、再生稻种植试验，并在晚稻收割后，冬
种马铃薯。我们要探索水稻加旱作物连作或轮作
新种植模式，让水稻耕作朝着‘少耕、免耕、节能、
节水、省工、省时’的方向迈进。”

简讯

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通过鉴定

本报讯 8月 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规划科技司在京组织召开成果鉴定会，
由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和河南省济源
市矿用电器公司联合研发的“矿用可移动式救
生舱”通过鉴定。专家认为，该救生舱总体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主持人、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测试中心总工程师吴文介绍：“矿用可移动式
救生舱”在结构与安全、多重氧气供给保障系
统、降温除湿、生存物资保障、救生舱内环境舒
适度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多维的科研创新和独
特设置，并成功完成了 120小时的真人综合防
护性能试验。 （谭永江）

“新一代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及
应用研究”战略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由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承办的第
179期东方科技论坛“新一代高功率固体激光
技术及应用研究”国际合作伙伴战略研讨会近
日在上海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 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国

际最新发展趋势，共同研讨高功率激光技术在
激光聚变能源、激光先进粒子加速器与高能量
密度物理等领域的前沿方向和新技术途径。

2010年 10月，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
首次成功实现集成演示实验，在世界范围内掀
起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及应用研究热潮。目
前，国家科技部、上海市科委等已投入了大量
资金资助研究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先后通过
了数项研究课题。 （黄辛）

NEC为安徽省公安厅建
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本报讯近日，NEC在上海宣布，其为安徽
省公安厅完成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建设。该
系统把现场提取的指纹与指纹数据库的指纹
进行比对，从而确定疑犯，是中国首家容量达
到 1000万人以上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单枚
指纹查询比对仅需 30秒。
目前，安徽省已在全省构建了 1800多台

终端系统，预计今后还将增加 500台左右终端
系统。该系统建成后，3个月内的查破案件数
量已超过 2010年全年系统查破案件数量的总
和。
另据了解，当前，各省均以省为中心建设

各自独立的小规模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省与省
之间的合作非常困难，特别是当前的罪犯已不
再局限于省内作案，因此对于各省之间的合作
以及大型指纹系统的需求愈加迫切。

（包晓凤）

中科院国际组织任职
及后备人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8月 1日，中科院国际组织任职
及后备人员高级培训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班。来自中科院有关院所的 24名学员将接
受为期 15天的培训。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表示，国

际组织对中国科学院寄予极大希望，但中国
科学家往往背景单一、国际多元化知识和技
能欠缺，整体上与国际科技界的要求还存在
距离。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 20多名具有实际工作

经验的专家，从国际科技合作、国际项目策划
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开班典礼后，吕永龙介绍了国际科学界的

各种合作计划；世界农用林业高级中心驻中国
首席代表许建初作了《国际组织中角色转换及
工作技巧：科研与管理》的报告。8月 2 日上
午，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作了《21世纪
的公共外交及跨文化交流》的报告。

（杨保国 张磊）

科技特派员助推四川新农村建设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科技特派员农村科
技创业行动暨科技创新产业链示范工程推进
会在蓉召开。
推进会上，科技部农村司副司长王喆强

调，要充分认识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的
重要意义，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深化
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建设；二是深化新型社会
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三是深化农村信
息化平台建设；四是深化部门协作和地方联
动。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彭宇行表示，四川省将

继续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科技行动，深入推进科
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和科技创新产业链示
范，完善科技特派员创业服务平台，构建科技
特派员创业服务长效机制。

（彭丽杨柳蔡红）

环保部促生物多样性宣传

本报讯 近日，由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司、
对外保护中心及宣教司联合主办的 2011年生
物多样性宣传媒体培训与交流会在京召开。

2010～2020年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中国政
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大会决议，2010 年成立的
“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将更名
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成为常
设机构。
本次会议旨在展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的现状，帮助媒体记者了解并宣传生物多
样性保护，从而进一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促进
社会各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会议主要
就环保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汇报总结、生
物多样性宣传报道以及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
现状进行交流讨论。 （檀彦杰）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粉垄栽培改造中低产田试验示范采访记

本报讯 由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承担
的课题“高性能化聚乙烯长效流滴膜树
脂专用料研制”项目，近日通过科技部组
织的专家验收。利用该树脂专用料生产
的棚膜在东北进行扣棚试验，取得良好
效果。

传统农用棚膜存在流滴期短、病虫
害和瓜果蔬菜在棚内容易变霉腐烂等问
题。自 2007年 12月起，中科院长春应化
所科技人员开展了高性能化聚乙烯长效
流滴膜树脂专用料的研究工作，合成了
具有羟基、酯基、羧基、醚键等亲水基团

和反应型基团双键的流滴剂分子，优化
了聚乙烯预辐照量和预辐照工艺参数，
完成了流滴剂与预辐照聚乙烯反应挤出
接枝的工业化试验，以及对研发的高性
能化聚乙烯长效流滴膜树脂专用料进行
吹膜的工业化试验。 （于洋 石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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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关村示范区发布上半年经
济发展形势报告。数据显示，近两年，落地中关村
的中央单位重大成果转化新项目已超过 200项，
总投资超过 1000亿元。重大项目投资建成，有力
地推动了中关村示范区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去年北京市财政统筹资金支持中关村示范
区项目 115项，项目总投资 757亿元。今年上半
年，统筹资金支持中关村示范区项目共 138项
（含部分延续项目），支持金额 75亿元，项目总投
资 867亿元。

中关村示范区重点区域项目建设加快。中关
村科学城已有 35 家高校院所和企业的 37 个建
设项目签约入驻，其中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13

个，特色产业创新园 24个。至今年 6月，已改扩
建及新开工特色产业园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8个，总投资约 19亿元；正在实施的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项目 33个，总投资约 60亿元。12家
签约单位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 34个项
目，总投资约 53亿元。未来科技城已有神华、中
海油、国家电网、中国商飞、兵器装备等 15 家中
央企业入驻，其中已有 9家央企项目开工建设。
未来科技城将于 2012年 7月基本建成，形成我
国产业创新的重要源头。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不断会聚中关村。据
悉，中关村示范区与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等中央部委建立了部市会商机制，重点围绕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事项，共同推进先行先试

政策，联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目前，
中关村已与各部委共同梳理了首批 160 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近期将审定并联合组织实
施。

另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总体
经济运行保持较快增长态势，1月至 6 月规模以
上企业实现总收入 7905亿元，同比增长 19.3%；
实现工业总产值 2366亿元，同比增长 13.6%。特
别是新兴产业成为示范区发展的重要引擎，软
件、生物医药、环保产业同比增速超过 25%，先进
制造业同比增长近 30%。电子商务、移动互联、数
字内容与数字出版、网络社区、位置信息服务等
科技研发服务业快速发展，对示范区发展支撑作
用不断增强。 （郑金武）

中关村重大项目投资初见成效
近两年落地中关村的中央单位重大成果转化新项目已逾 200项，总投资逾 1000亿元

“捕风”科技上海显身手

本报讯近日，在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气象专家对变化多端的“梅花”进行了全
面解读。气象部门预计，此次“梅花”的威力堪比
六年前的强台风“麦莎”。
“‘梅花’的强度强、移动速度慢、强度变化

多、生命史长、路径预报不确定性大。”中国气象
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陈振
林分析，“我们认为它可能会给我国华东地区造
成比较大的影响。”
目前，华东沿海地区已经对“梅花”进行了全

方位的防范。
浙江省气象局向 26个部门的联络员发送天

气趋势短信，向气象协理员、乡镇（街道）气象分管
领导发送短信 2600余条次，通报“梅花”的发展动
态。浙江省农业厅则通过农民信箱向全省转发“梅
花”预报信息，提醒农民抓紧采收成熟作物。
然而，北方地区经历台风少，防台风能力和

经验相对不足。能否应对“梅花”攻势？
陈振林介绍：“今年春季，我们作全年气候

预测时，已经提到今年台风北上可能性很大。”
6 月 27 日，热带风暴“米雷”登陆山东，并直扑

东北，成为近 6年来首个影响东北地区的热带
风暴。他认为，“米雷”为北方防台工作积累了
不少经验。
目前，国家气象局已经派出工作组到山东、

天津、辽宁等地区作好预警服务，并要求国家和
地方气象部门与政府、有关部门和敏感行业加强
应急联动，做到早通气、早服务。“应该说，北方防
台工作已经作好充分准备。”陈振林说。（甘晓）

北方地区或将经受“梅花”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