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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颜常青）11 月 2
日，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
泓与广州市市长陈建华
签署协议，宣布双方将共
同出资成立“现代有轨交
通研究院”，并在广州市
合作建设一条不依赖电
网的储能式有轨电车“绿
色”线路。据悉，这是世界
上首条拟投入商业运营
的储能式轻轨线。

双方拟建设的这条
线路位于广州市海珠环
岛（万胜围～广州塔段），
全长 7.7 公里，共设有 10
座车站，均为地面设置，
计划于明年 1 月动工，
2014年建成。

根据分工，中国南
车株机公司作为整车及
关键部件供应方，将负
责研究储能式现代有轨
电车交通系统集成技
术，储能式有轨电车车
辆集成、储能元件、供电
以及车辆系统的维护与
检修技术；中国南车株
洲所作为整车重要部件

供应商，负责基于高行车密度的储能式现代有
轨电车智能化信号系统集成技术及牵引电气
传动系统的国产化；广州地铁总公司作为运营
方，将负责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交通系统线路
设计以及运营管理技术。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专家
委员会主任刘友梅介绍，研究人员将在中国南车
自主研制的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列车的基础上，
融入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技术，为该线路研制
出全球首创的储能式现代城市有轨电车，并依托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广州基地实施产业化。

今年 8月，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自主研制的世
界首台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列车原型车在湖南株
洲成功下线，采用超级电容作为动力，最高运营时
速约 70公里。其开创的“制动即充电”模式可利用
列车进站停靠时的间隙在 30秒内完成充电。

据悉，此次签约的项目为建设“新广州”的重
要举措。该实验线路运行通车后，将成为世界上
投入市场的规模最大的超级电容有轨车辆线。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我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 40%。”
在近日于北京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中国

智库论坛”上，针对“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已超
50%”的说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马晓河如此表示。

大量“被城市化”的农业人口

马晓河的这番言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
发布的《城市蓝皮书》而发。
该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

了 6.91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1.27%，这意味着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
这一消息被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视为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
但在智库论坛上，蓝皮书的说法遭到许多与

会专家的质疑。
马晓河指出，所谓 6.91亿城镇人口中有一

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 1.59 亿农民

工。从统计资料上看他们是城市人，但他们的福
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

凯也表示，以“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
义而言，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构成真正的城市化
力量。
“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农业人

口。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人数相当于城镇总人
口的 23%。现有统计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
占据整体的 27.5%。”魏后凯说。

现有城市未围绕吸引人口来建设

据魏后凯介绍，越过 50%人口城镇化率的拐
点之后，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度将开始下降，以后
国家发展的重点将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其内容包
括：推进目前严重滞后的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建
立大都市圈产业链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国中西
部、东北地区构建一批新的增长极，以形成多元
化区域竞争格局等等。
魏后凯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集聚呈现

两极化趋势：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有吸纳能力，
无承载能力；小城镇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
吸纳能力。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城镇资源配置
的行政化倾向，资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
度集中，向首都、省会、副省级市、地级市高度集
中。
马晓河表示，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

因，在于城市并未围绕吸引人口来建设。“可以说
现在没有一个城市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城市是为
了什么建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绩。越有
钱的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越
好，这就导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务压
力就越大，最终财力承担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
限制。”

“工业化超前城镇化”困局

与会专家认为，造成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流动人口过于频繁、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并获
得稳定工作的关键，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先
工业化后城镇化”。如果下一步不将农业人口转

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程度将止步不前，
这将直接阻碍我国“本世纪末成为中等水平发达
国家”目标的实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
指出，过去农民工进城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
力量。但问题是，人进来后没有定居下来，“有
工作就在城市干，没工作就回家”。这一制度虽
然降低了社会成本，但仍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效
率非常低的地方，需要改变，否则很难适应以
后的经济发展。

马晓河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城镇化滞后于工
业化国家。这种滞后的特征在于，国家把大量的
公共发展资源过早过多地用于工业化，使得城镇
化缺乏资源，人口进城就业就很困难。现在的“工
业化超前于城镇化”，表面上让很多政府吃着农
民工带来的福利，实际上却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隐
形浪费。资源过多投入工业化导致产能过剩，两
栖生存的农民工使得大量基础设施空置，人口不
集聚拖累长期发展。
“要解决这一问题，未来国家必须在体制和

公共资源等方面作出改革和调整。”马晓河说。

简讯

中科院柔性光电技术
联合实验室挂牌

本报讯 11月 1日，中科院苏州纳米所与欧
菲光南昌公司共建的“柔性光电技术联合实验
室”在南昌揭牌成立。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市长
陈俊卿等出席仪式。

据悉，该联合实验室是苏州纳米所印刷电子
科研团队与欧菲光集团深度合作的产物，将在科
研与产业结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双方
已签约共同研究开发基于柔性材料的发光、光伏
与印刷电子技术。目前，欧菲光南昌公司已开始
投入联合实验室南昌分部的建设，欧菲光集团投
入到纳米所的建设经费也已到位。 （丁佳）

第二届载人航天学术大会闭幕

本报讯 第二届载人航天学术大会 11 月 1
日在长沙闭幕。来自载人航天相关领域的院士、
知名学者及工程技术专家，围绕总体技术、控制
与推进、航天员及环境控制与空间应用、测控与
通信、材料与结构和电子与电气等 6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载人航天学术大会是我国载人航天领域最
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为全国参与载人航天工程各
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开拓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
流、推动学术创新提供了宝贵平台。该大会由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
本届大会由《载人航天》杂志社和国防科技大学
共同承办。 （李治刘俊）

广东东莞千万重奖促科技进步

本报讯 11月 3日，广东省东莞市委、市政府
召开东莞市科技奖励大会，99项科技成果（人）
被授予 2012年东莞市科学技术奖，其中荣誉类
市长奖 5项、科技进步奖 93 项（包括一等奖 22
项、二等奖 33项、三等奖 38项）以及创新企业奖
1项，奖金共计 1230万元。

与往年相比，今年东莞市科学技术奖更加注
重体现地方特色，获奖项目整体水平较高，经济
社会效益较好。获得科技进步奖的 93个项目共
实现新增产值 27.62亿元，新增利税 4.61亿元，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大。

（朱汉斌）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
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举行

本报讯作为第五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重要组成部分的 2012 海峡两岸
（厦门）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日前在
厦门举行。

论坛由厦门市知识产权局、台湾中华保护智
慧财产权协会等单位主办，集美大学知识产权教
育与研究中心承办。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代
表就文化创意产业现状、文化产业价值链、台湾
文化创意产业保护和管理、闽台文化合作与知识
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杨钊良杨纯财）

贵州地矿地热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本报讯贵州地矿地热投资有限公司近日在
黄果树景区正式挂牌成立。贵州省地矿局局长李
在文、安顺市市长周建琨共同为其揭牌。
近年来，贵州地矿局大力勘查开发地热资

源，填补了贵州地热勘探开发的一大空白，目前
已经全面启动贵州省地热资源开发潜力研究和
勘查开发规划。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安
顺市，拥有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景区内
有丰富的地下热水资源。 （王琴龙九尊）

腾讯互动娱乐校园创意大赛启动

本报讯 11月 2日，由腾讯游戏主办的 2012
“next idea———腾讯互动娱乐校园创意大赛”在北
京大学正式启动。该大赛旨在为大学生提供一个
创意能力和自我价值展示平台。

赛事组委会将以 30 余所重点高校为基地，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掘“创意达人”，获奖者将最
高获得 30万元的创意梦想基金。 （张巧玲）

姻本报见习记者 封帆
“搞好热缩材料生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驻足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正门前，

江泽民同志 1995年的亲笔题词非常醒目。作为
国内热缩材料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在短短的
25年时间里，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诞
生、发展、成长、壮大，并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兴起
和繁荣。

带着好奇，《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进了这家曾
在上世纪 80年代填补我国热缩材料制品空白、
结束中国热缩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历史的行业领
军企业。

研发起家管理并重

上世纪 80年代，我国的热缩材料领域尚处
于一片空白，不具备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各种热
缩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对那时的中国
来说，打破这一行业的国际垄断意义深远。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前身为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于 1987年创办的长春热

缩材料厂。创办伊始，创业人员就抱着打破国外
对热缩材料行业垄断的决心，开始了艰苦卓绝的
科研攻关，研制出了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且全
程独立生产的热缩材料产品。

在成立后的几年里，凭借学科优势，长春热
缩厂在研发方面独占鳌头。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内，这家企业却处于无人关注的状态。科研人员
始终坚守心中不可撼动的信念，默默无闻专攻研
发，守候机遇的降临。
天道酬勤。进入上世纪 90年代，改变公司命

运的几件大事相继发生：1994年，公司改制成为
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公司击败众多对手，成
功上市。
这成就了两个第一：热缩材料行业内的第一家

上市公司，中科院科技企业里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然而，就在研发取得累累硕果之际，公司管

理环节的相对薄弱也同时暴露出来。正当管理弊
端初现端倪时，公司内部立即作出果断决定，及
时引入杉杉集团管理团队。
有了专业管理团队的进驻，公司的市场规划

和团队建设得到了专业保障，加上原有的科技优
势，这家年轻的科技企业如虎添翼，只待乘风而起。

跌宕起伏留住人才

对于科技类企业来说，研发是其优势所在。
但就在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发展壮大
的过程中，原本稳定的研发部门也曾一度面临严
重人才流失的窘境。

随着 2002年公司更名及 2005 年公司高层
调整，原本人事关系留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大
量科研人员重新回所，导致公司研发部门固有的
人才队伍面临瓦解。

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公司一方面稳定住现
有研发人员，鼓励他们独立承担起各种研发任
务；另一方面积极对外寻求合作，与长春应化所、
吉林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签订协议，结成联
盟，共同研发。同时，在工资及福利待遇上进行调
整，采取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留住人才，力保公
司研发团队的稳定。

科研市场双轮驱动

“回首往昔，创业之路几多辛酸苦楚。庆幸的
是，在公司几次处于发展低谷时，国家及地方政

府的扶持关注，科研院所、高校的鼎力相助，使得
我们能站稳脚跟，克服困难，持续不断地壮大发
展……”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义全如是说。

科学家重技术，企业家顾市场。当这两者在
科技企业中有机融合后，带来的必然是近乎完美
的天作之和。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中科英华长春高

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CIAC”牌热缩型电
力电缆接续产品、热缩套管产品以及钢质管道
防腐材料等众多热缩材料产品，已经广泛应用
于电力、石油、通讯、电子、汽车、船舶、航空航
天和军工、核电等领域，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该公司研发出的全新结构硅橡胶冷缩型
电力电缆附件产品，通过了国家电力工业电气
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全性能型式试验，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

如今，该公司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直销
公司和特约销售商，形成了完整的国内销售网
络，部分产品远销到中东、南美及东南亚等 17个
国家和地区，“CIAC”也已成为热缩材料行业的
知名品牌。

科技孵化企业 创新驱动发展
———访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

本报讯（见习记者封帆）近日，由中科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研究员佟存柱承担的中科
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项目“大功率高亮度光
子晶体激光器及列阵”取得阶段性进展。科研人员
通过布拉格反射波导结构，成功将半导体激光快
轴（垂直）发散角从 40o降低到 7.5o，慢轴（水平）发
散角 7.2o，实现近圆形光束出光。

一直以来，半导体激光器的最大缺点之一是
它较大的发散角及椭圆形出光光斑，这导致较差
的光束质量。而光束质量反映的是激光的可会聚
性，直接影响到实际应用。目前商业化的半导体激
光器均采用全反射波导结构，该结构的激光谐振
腔狭小，不对称，导致快轴发散角高达 30o～60o，慢
轴发散角 10o。

研究小组采用双边横向布拉格反射波导结
构，该结构通过光子禁带原理进行光学导波，所限
制模式为光学缺陷模式，可以有效压缩激光的远
场发散角。在成功解决了光子晶体缺陷模式与全
反射模式竞争、高质量厚尺度（>10 微米）外延生
长技术问题后，该小组实现了该器件室温连续激
射。器件工作于 808纳米，输出功率 >2瓦，斜率效
率 0.531 瓦 / 安，快、慢轴发散角被降低到 7.5o和
7.2o，出光光斑近圆形。

据悉，该类器件结构不仅可以用于量子阱
激光器，还可以拓展到不同波长、不同增益介质
的半导体激光器，如量子点、量子级联激光器
等。这可以从芯片结构角度彻底改变半导体激
光器发散角大而不对称的缺点。该器件核心结
构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目前，研究人员
正在抓紧时间优化工艺，进一步提高器件的性
能，努力实现实用化。

低发散角半导体激光器
芯片技术获突破

有关专家认为，人口城镇化拐点尚未到来：

“农民工须变成真正城市人”

中科院科技企业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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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山西省农业大学副教授高培芳（左二）在田间实地指导枣农。
从 2004年开始，高培芳及其团队开始致力于红枣防裂果技术研究。根据大量的田间观察结果，他们以营养物质为主要

原料，研制成功能为红枣适时提供营养的 5种叶面肥。经大面积试验示范证明，采用该药剂及配套喷施技术，果品完好率可
达到 85%，而未作处理的红枣裂果率高达 30%～50%。随着裂果率的下降，枣果的黑斑病发病率同时降低了 50%。

据高培芳介绍，这一红枣防裂果新技术简便易行，每亩投入不足 200元，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红枣可增收 5000
元左右。与枣枝多果套袋和田间搭建遮雨棚防裂果方法相比，更节约投资，省时省力。 本报记者程春生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好成 通讯员马晓雪）经黑龙
江省委高校工委和省教育厅批准，黑龙江高校博
物馆育人联盟日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成立。
该联盟是继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成立后国
内首个区域性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旨在推动高
校文化资源共享，调动和整合育人资源，形成育
人合力。目前，该联盟由省内 14所已建博物馆的
高校组成。

据悉，黑龙江域内现有普通高等院校 80所，
普通高等教育地市级覆盖率达到 100%。哈尔滨
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等
14所高校建有博物馆，馆藏涵盖社会历史、自然
科学、文化艺术等丰富内容。以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天馆、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博物馆等为代表的
特色专业博物馆已成为开展探究式学习、参与式
教学和科学普及的理想场所。

黑龙江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第一届会长，哈
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洪涛表示：
联盟今后将推进内部机制建设，促进黑龙江高校
博物馆管理水平、陈展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断
提高，利用特有资源和特色展示吸引国内外高校
博物馆、社会博物馆的合作，主导、参与各类交流
项目，形成立足龙江、联络全国、牵手俄罗斯、放
眼世界的开放的博物馆育人系统。

黑龙江高校成立博物馆育人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