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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 2000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
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
大。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
喝茅台酒。（1月 16日《东莞时报》）

如今的公款吃喝已不仅停留在吃好、好吃的层
面了，一些官员嘴巴上的欲望在不停膨胀，这一势
头显然应该得到遏制。人大代表们认为，应该禁止
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
的靡费。出发点固然不错，但这些建议却不靠谱，即
使被采纳，实际操作起来也有难度。

首先，公款吃喝是半隐性的，吃喝地点在不停
变化，又是在房间里进行，不那么容易被发现。而
且，吃喝的又一般是领导，让谁去检查和监督本身
就是个问题。

其次，一旦真的禁止喝茅台，相应的吃喝可能
会变得隐蔽起来。名酒并非茅台一种，你不让喝茅
台，我干脆喝拉菲，能上饭桌的奢侈品可不少。由此
可知，禁喝茅台有些一相情愿，不可能真正遏制公
款浪费。

公款消费、公款吃喝之所以难以遏制，主要在
于预算公开、信息公开存在缺陷。换言之，对于目前
的公款消费，老百姓很难对其监督。除一些有心人
碰巧发现，将相应的信息和相片发上网的话，一般
难言监督。而即便是被发现，相应的当事官员、公务
员，也未必受到有效处分。

因此，要遏制公款消费，关键在于信息公开。如果
相应政府部门有怎样的收入，具体的资金又怎样花、
花在哪里，都一五一十公开出来，让老百姓可以看到，

那即使没有禁止喝茅台的规定，公款吃喝也会收敛得多。除此以外，其
他所谓的禁止、限制，只能是在“标”上下功夫，难以产生有效作用。

此外，公款吃喝并不合理，几位代表建议禁止喝茅台，是否默认
了公款吃喝的合理性？对于公款吃喝、公款消费，人大代表应该提出
强有力的建议和批评，帮助人民监督官员、公务员，把好财政资金流
向的关，而不是提出这么温和的建议。像现在这样的提法，不像监
督，反而有些“妥协”谈判的味道。

姻本报记者 蒋家平 通讯员 曾皓
“最近我们的一项重要成果即将在英

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这是我为杂志封面
设计的成果示意图。”近日，新当选的中科
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在
办公室打开电脑上的图像文件，高兴地对
记者说。
潘建伟是 2011 年度新增院士中最年

轻的一位。1997年以来，他的团队已在《自
然》、《自然—物理》、《自然—光子学》、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物理评论快报》等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 67篇，被引用 7500余次，
其成果 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
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
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选
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

兴趣指引方向

潘建伟选择物理作为专业，完全出于
兴趣和爱好。1987年，他考入中国科大近代
物理系。大学时期，班上仅省高考状元就有
7个。“我的成绩只能算中等偏下，不过我心

态好，学习一直很积极，对每门物理功课都
抱有浓厚兴趣。”潘建伟笑着说。

1996年，在中国科大获得理论物理硕
士学位后，潘建伟投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塞林格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导
师正在组织一个几百万欧元的欧盟项目，
这是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国际
合作项目。此前，量子信息一直处在理论研
究阶段，还没有得到实验支撑。“我理论功
底比较好，因此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工作进
行得相当快。”

1997年，题为《实验量子隐形传态》的
研究论文在《自然》上发表，该成果被公认
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该工作
后来被《自然》选为“百年物理学 21篇经典
论文”之一。
“我是论文的第二作者，发表实验数据

的测量和处理主要是由我完成的。”潘建伟
说，“以这个工作为起点，量子信息实验研
究此后进入热门状态。”

从跟踪到领跑

2001年，潘建伟回到中国科大工作。量
子信息研究发展很快，当时无论是研究水

平还是人才储备方面，国内的基础都很薄
弱。潘建伟说：“我们必须与国际上的先进
小组保持密切联系，虚心向他们学习，才能
更快地前进。如果等到别人绝尘而去，你再
去追，就来不及了。”

在这种思路指引下，潘建伟在与他的
同学杨涛一道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
建设的同时，还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多
光子纠缠方面的合作研究。“成果出得很快，
仅 2003年一年，国内研究组作为第一单位
发表的《物理评论快报》论文就有 7篇。”

2004年，潘建伟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
传输，《自然》发表了这一成果，并称赞说：
“这种新颖的量子态隐形传输，是量子纠错
和分布式量子信息处理所需要的关键技
术。”这一成果同时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
国物理学会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
进展，这是中国科学家的第一次。
“这表明国内研究组在量子纠缠方面

的工作，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潘建伟说，
“我可以离开维也纳了，那里的知识我们国
内小组已经全部掌握了。”

此后，潘建伟以玛丽·居里讲席教授的
身份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量子存储的合

作研究。“要实现高效、长距离的量子通信，
必须发展量子存储和量子中继技术，而冷原
子系综是实现量子存储的理想系统。”潘建
伟说，“海德堡大学的冷原子研究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我们必须把别人的看家本领学到
手。”
几年下来，潘建伟团队在冷原子量子存

储方面形成了丰富的人才和技术积累，取得
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2008 年，
《自然》再次发表潘建伟团队的重要研究成
果，他们利用量子存储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完美
地实现了长程量子通信中急需的“量子中继
器”。

2008年 10月，潘建伟和他在德国的团
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这个时候，潘建伟团
队已经成为国际上首次把安全量子通信距
离突破到超过百公里量级的 3个团队之一，
国际上报道安全的实用化量子通信网络实
验研究的两个团队之一，也是国内唯一领衔
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研究的科研团队。
“在光量子纠缠操纵和量子通信方面，

我们最终都走到了领跑的位置。”潘建伟说，
“现在我们可以在国内开展国际领先的研究
工作了。” （下转 2版）

本报北京 1月 16 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上
午，中科院 2012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开幕。本次
会议是在全国上下迎接党的十八大，中科院“创
新 2020”即将进入重点跨越阶段的新形势下，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开幕式上，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作
了题为《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开创“创新 2020”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总结中科院 2011 年的主

要工作，并对下一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
白春礼指出，中科院一年来完成了三件大

事。一是进一步明晰战略定位，提出“民主办院、开
放兴院、人才强院”发展战略，确立出成果出人才
出思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二是制定“一三
五”规划，明确重大产出和重要方向；三是围绕“一
三五”规划，实施重大改革举措，并针对当前亟待
解决、科研人员关心关切的关键问题，实施有针对

性的改革举措。
2011 年，中科院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在国

家重大科技任务方面，中科院高质量完成了
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相关任务；作
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主要承担单位之一，
自主研发控制、通信方面主要标志性技术，高
速数字化水声通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可持续能源与资源、先进材料与绿色智能

制造、信息网络、重要基础研究与交叉科学等
方面，取得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系统解决方
案和重大成果。

白春礼表示，总体上看，中科院“创新 2020”
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组织实施取得突破性进展，院士增选工作顺
利完成。“创新 2020”的顺利启动实施，进一步增
强了中科院自主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为迈向重
点跨越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春礼强调，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和中科
院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
化，国家对科技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因此，“十二
五”期间，中科院要紧紧围绕“一三五”规划，组织
实施重大创新活动，创新体制机制和管理，凝聚和
造就创新人才，加快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中科院
将以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国防科技创新等作为重
点突破方向，并实施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量子通信
与量子计算等 15项重大科技任务。

会上，白春礼对中科院 2012年的重点工作
进行了部署。

会议开幕式由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主
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装备部、中国工程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和国家审计署、国家
发展改革委、农业部、中组部、财政部等部门领
导，中科院老领导，在京的学部主席团学部主
任、专门委员会主任，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
门、院直接投资企业和有关单位、双重领导单位
主要领导等 400多人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近日，中科
院昆明动物所张云课题组从云南产两
栖动物中获得具有激动人血小板的活
性多肽单链三叶因子。其成果在线发
表在知名杂志《血栓与止血》上。

在“973”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重
点项目及国家基金委—云南省联合基
金项目的资助下，该课题组揭示了人
血小板激活调控的新机制，并提供了
基于阻断血小板激活为基础的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创新药物研发中，以抑素
蛋白作为新药物作用靶点的新策略。

血小板是骨髓中巨核细胞质脱落
下来的小块，无细胞核，表面有完整的
细胞膜，体积小于红细胞和白细胞。血
小板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参与止血及血
栓形成，并在动脉粥样硬化，肿瘤转移
和炎症反应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血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血小
板激活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抑制血小
板激活达到防栓、治栓的目的，是血栓
性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重要手段之
一。而凝血酶是体内激活血小板的强
力和主要激动剂，凝血酶主要通过激
动血小板膜上的蛋白酶激活受体 1而
引起血小板活化和聚集，导致血栓形
成。由于蛋白酶激活受体 1 广泛表达
于体内各种组织和细胞，造成药物研
发中通过拮抗该受体而抑制血小板活
化的策略受到“投鼠忌器”的限制。

为此，张云课题组首先从云南产
两栖动物中获得具有激动人血小板的
活性多肽单链三叶因子 Bm-TFF2，并
阐明蛋白酶激活受体 1介导了其生物
学活性。该课题组的张勇和王严戒等
进一步以 Bm-TFF2为分子探针，在国
内外首次发现，抑素蛋白在人血小板
膜上表达并对血小板激活具有重要的
调节功能，这与小鼠不同；拮抗抑素蛋
白可专一性阻断凝血酶激动蛋白酶激
活受体 1诱导的血小板激活。

本报北京 1月 16日讯（记者潘希）今天，由中国科协
等单位评选的“2011全国十大科普事件”揭晓。日本核事
故引发公众强烈科普需求、国际化学年、中国科协八大成
功召开等榜上有名。

据介绍，“2011全国十大科普事件”按发生时间排序，
分别是：“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公众对相关科技知识的强
烈需求，科学家与媒体积极响应”；“国际化学年活动精彩
纷呈，社会公众热心参与”；“中国科协八大成功召开，为科
普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国家首次举办食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食品安全科普引起广泛关注”；“《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发布，明确未来五年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重点工作”；“中国流动科技馆全国巡展
启动，科普资源公平普惠迈出新步伐”；“全国科普日北京
主场活动首次深入社区，受到社会公众广泛欢迎”；“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全面展开，社会各界给予充分肯
定和好评”；“天宫一号、神舟八号相继发射升空并成功对
接，掀起新一轮航天科普热潮”；“钱学森诞辰一百周年系
列活动开展，科学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
“科普是中国科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大科普事件每

年都评。今年的评选工作延续了科学性、科普相关性和普
惠性的标准，强调事件对科普重大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科
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说。

2011全国十大科普事件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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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战略定位制定“一三五”规划

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开幕

本报北京 1月 16日讯（记者郑金武）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牵头起草的《践行“北京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培育创新精神
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和《首都创新精神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2012-2015年）》（简称《工程实施方案》）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

为践行“北京精神”，提高首都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和文化
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文化中心，《意见》和《工程实施方案》将努力推动在全社会培育
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努力发展创新文化，激发
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世龙介绍，瞄准首都未来发展的重点和需
求，《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了五大工程，主要包括：创新创业环境优化
工程、创新教育促进工程、创新文化建设工程、创新活动品牌工程、
创新资源服务工程。

通过工程实施，到 2020 年，北京将初步形成创新思想活跃、创
新资源集聚、创新能力强劲、创新氛围浓郁的创新软环境；创新创业
的服务体系更加成熟，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创新文化的
传播体系更加健全；自由探索、敢于创新的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宽容
失败、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更加繁荣；关注创新、服务创新、支持创
新、参与创新的良好社会风尚基本形成，全社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首都创新精神
培育工程启动

1月 15日，浙江省首批 25名小学生在省科技馆接受“上岗”前最后一次培训。寒假期间，这些科技“小达人”将在该省科技馆
“上岗”，为前来参观的同学们当小讲解员。这一活动旨在通过小学生间的互动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科技知识的兴趣。图为科技馆工
作人员在指导科技“小达人”进行科学小实验。 焦娇（新华社供图）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今天
从中国科协获悉，中国科协—道达尔“和谐能源之
旅”全国巡展活动将于 3月 18日在中国科技馆拉
开帷幕，随后赴上海、广州等地巡展，展期两个月。

此次巡展活动由中国科协等单位主办、中国
科技馆承办。据介绍，本次巡展借鉴法国巴黎科
学工业城“能源展”，结合中国实际，设置了七大
主题展区，分别为“我就是能源”，“能源在哪里能
源与个人”，“能源在哪里使用和消费”，“中国能
源体系”，“全球差异”，“能源问题墙”和“能源创
新技术”。

据了解，展览将倡导节能减排理念，以期为
中国观众全面介绍全球能源产业现状、中国能
源体系、能源消耗及如何以科技为力量破解能
源困局，最终引导广大民众一同积极参与到节
能减排、以科技创新使能源为人类造福这一长
期努力当中。

巡展期间，主办方将举办多场能源科普报告
和研讨会，以及大学生“能源大使”选拔活动，还将
就现实意义较强的能源话题，邀请知名能源学者、
国内外科普机构团体与公众近距离探讨能源问
题，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和使用来之不易的能源。

中国科协将启动
“和谐能源之旅”

潘建伟院梦想决定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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