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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最近我们注意到，“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

构建及应用”进入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
目公示名单的信息正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均对此表示失望、遗憾、不
解，甚至愤慨。

作为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我们对新闻媒体
就此事表现出的正义感及科学素养表示声援，并
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
的，可能会对中国控烟事业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
行为，并呼吁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对中国控烟事
业的公益职责。

据科技部公示材料称，“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
系构建及应用”项目在中式卷烟风格特征评价及聚
类研究、影响卷烟感官舒适度的关键化学组分剖析
及调控、卷烟系统化调香等关键技术方面有重大突
破和创新，构建了具有中式卷烟特色的理论调控体
系。其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栏则显示，项目研究成果
已在多家烟草公司直接推广应用，三年来累计实现
新增销售收入 1735.74亿元，新增利税 1421.8亿
元。

我们认为，该项目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手

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
的。这在其宣称的、凭借该技术所实现的上述经
济指标中已得到明白无误的体现。

作为企业，自然会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作些研
究（事实上，此类行为在国际范围内也被认为是
违背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但科学技术有其伦
理要求，那就是不能违背基本的社会正义。在烟
草问题上的基本社会正义，就是反对各种鼓励或
变相鼓励吸烟的行为，因为这将导致更多人的健
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并增加家庭和
社会负担。拿社会正义考量，该项目只能归为见
利忘义的范畴，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名义加以肯
定并鼓励，显然为社会大众所不容。

至于该项目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若干理念及规定
的违背，对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若干原
则的公然挑战，许多专家已多有论述，并见诸报
端，不必赘述。

令人痛心的是，以科学共同体名义公然违背
世卫组织控烟公约的现象已不止此一例。谢剑平
教授以其“减害降焦”研究获得三次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更于 2011年以此为基础申报中国

工程院院士获得成功即是明证。“烟草院士”争议
未止，卷烟科技再起波澜———在全面禁烟已成共
识的当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此类事例，
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们认为，其中根源，既与部分政府官员的
控烟意识仍不到位有关，也与企业利益集团对社
会正义的蔑视有关。群情激愤，其善良目的就是
及时纠正这一违背世卫控烟原则的做法，以对渐
趋严峻的我国控烟局势形成些微遏制的力量。

如今，中国正极力树立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这在节能减排、消除贫困等领域已经取得举
世公认的成绩；我们特借《中国科学报》一角，大
声疾呼：有关部门要严肃面对公众期待及国家形
象，尽快给社会一个明确交代。

4月 8日，1200多尾素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在长江三峡大坝下游湖北宜昌胭脂园放流。这是我国今年首次在长江大规模放流
全人工繁育的中华鲟。除 1000尾“子二代”中华鲟外，当日还放流中华鲟“子一代”210尾、胭脂鱼 1万尾，其中 20公斤规格的“子一代”中华
鲟有 200尾。“子一代”中华鲟是利用野生中华鲟亲鱼，经过人工繁殖培育的中华鲟。在此基础上，将“子一代”中华鲟卵通过人工手段孵化，
可得到“子二代”中华鲟群体。

图为 4月 8日，人们将人工繁育的“子二代”中华鲟放归长江。 肖佳法摄（新华社供图）

1200多尾中华鲟在长江三峡放流

地球系统模拟开启地学新纪元

有关部门要严肃面对公众期待
———关于反对“中式卷烟”项目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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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日前，中
科院院士张亚平研究组基于藏獒
和世界其他犬种的群体线粒体 D
环区的序列分析发现，藏獒这个
古老的犬种，很可能由东亚迁徙
到青藏高原。相关论文已在线发
表于《科学通报》（英文版）。

藏獒是一种古老犬种，早在
13世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
曾描述过“东方神犬”藏獒。但是，
对青藏高原特有犬种藏獒的系统
性研究现仍鲜见。

据论文第一作者、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李艳介绍，早
在 2002年，张亚平研究组就曾与
瑞典科学家合作，通过分析线粒
体 DNA信息研究家犬起源，揭示
出藏獒同其他家犬一样起源于野
生灰狼。另外，国内的其他学者也
通过同样的研究手段得到了相同
的结论，并提出藏獒与圣伯纳犬、
老式英国牧羊犬的线粒体遗传特
征类似，为“藏獒是现代大型犬种
之父”的说法提供了一定的分子
证据。

不过，这些研究均没有对藏
獒群体进行分析，而藏獒的微卫
星、RAPD（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标记）及编码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表明，藏獒群体的遗传多样度是
非常高的。

基于此，张亚平和他的研究团队首先想到了采
用比较藏獒和世界其他犬种的群体线粒体 D环区的
遗传特征的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藏獒具有与东亚家犬类似的高
遗传多样度，这种高遗传多样度可能与高原适应有
关；其绝大部分线粒体单倍型与东亚家犬共享，提示
藏獒很可能是中国东南部驯化的家犬向西迁徙到青
藏高原的；且这种迁徙不是独立的一次偶然事件，与
该研究组前期获得的藏民陆续迁徙到青藏高原的研
究结果相符。
“通过对藏獒起源进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

另一个角度了解藏族人群的起源、迁徙历史，认识藏
民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演变等。”李艳认为，追随家犬
的扩散踪迹，将更好地帮助了解人类的迁徙历史，对
家养动物研究得越透彻，认识人类自身也越透彻。

同时，他们还开展了藏獒高原适应性研究，已测
得几十个藏獒个体的全基因组多态性数据和几条藏
獒的基因组，并将进一步深入了解藏獒的遗传多样
性特征，分析其高原适应性的遗传学机制及各种表
型特征的遗传基础。

新华社电（记者张建松、黄小希）我国首台“南极巡天望远
镜”在中国第 28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成功登上海拔 4000多米的
南极“冰盖之巅”，安装在昆仑站，目前已可以通过卫星通讯进行
远程遥控，实现全自动、连续监测银河系内的上亿颗恒星，并能
够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

据中国南极天文中心副主任商朝晖介绍，我国计划在昆仑
站安装 3台“南极巡天望远镜”。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由中科
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设计建造，运控和数据系统由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完成和实施。主镜口径 68公分，有效通光口径 50
公分，采用了我国创新设计的大视场折反射望远镜光学系统，具
备指向、跟踪和调焦等现代望远镜的所有功能，是目前南极最大
的光学望远镜。

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还配备了目前国际最大的单片
CCD相机，像素达到 1亿，一次曝光可以覆盖约 4.3平方度的天

空，相当于 18个月亮的大小，可以有效地进行天文巡天研究工
作。为了对 CCD相机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和分析，望
远镜的计算机系统也十分强大，可以有效地发现瞬变天体，包括
超新星和伽马射线爆发的光学对应天体。
“超新星由大质量恒星死亡时的爆炸产生，在银河系之外的遥

远星系里也能看到。由于超新星在爆发后是逐渐变亮，‘南极巡天望
远镜’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超新星爆发后的一天以内就探测到它们，
这种早期发现将有助于揭示超新星爆炸的秘密。”商朝晖说。

我国南极昆仑站以极其优越的天文观测环境，为我国天文
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南极天文中心等
单位已经在昆仑站安装了天文选址自动观测站、小型光学天文
观测望远镜阵、傅里叶变换频谱仪等天文设备。南极即将到来的
漫长极夜，将使“南极巡天望远镜”能够不间断地观测，成为地面
上天文研究中独一无二的望远镜。

我国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连续监测银河系

房价高、白酒价高众所周知，但与此
相比，高速公路的毛利率却不相上下。高
速路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目前，19家高速
公路上市公司中有 13家公布了 2011年
年报，平均毛利率高达 56.08%，而房地产
行业平均毛利率为 39.38%，茅台的毛利
率为 90.95%。目前，全国收费公路数量尚
无官方数据。（4月 9日《新京报》）

记得去年 10月中旬，京、沪等 12省份
通过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的自查自纠行
动，得出结果：12省份收费公路 2010年度
经营情况，仅北京利润是正数，不到 4亿
元，其他多数亏损 10亿以上，山东更是亏
损 87亿元。

两相对比，公众该信谁呢？显然这个
“自查自纠”不靠谱。这里仅以北京公布的
数据来说，高速公路 816公里，收费共 60
亿，还贷 21亿，也就是说有 39亿用于收
费人员的成本支出，以此推断，每公里在
每年要支出 478万元，其间显含水分。这
不，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自曝的利润
水平，实际上已重重地掴了交通运输部晒
出的这份“亏损账单”一记耳光。

之所以高速路平均毛利率达 56%引
发公众广泛诟病，是源于那个“公”字快
给弄没了。高速公路企业，作为经济组
织，适当有利可赚，这无可厚非，但需要
虑及其自身对物价的负面带动作用。高
速路收费只涨不降和两桶油涨易跌难，
是导致 CPI持续上行的主要推手。

带有基础性意味的高速路收费，不光
是过路付钱那么简单的事，它必使其他所有行业和所有公民
的生产、生活成本拉高，直接增大物流成本，影响更多行业的
竞争力。实际上，国务院 2004年 9月颁布的《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规定，公路发展应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但这像一纸空
文。当前，我们亟待用法律手段去推动出行者权利与意志的
表达，杜绝高速公路企业对公民权益的过度盘剥，让所有公
路收费站置于民众监督之下，使每条公路不得不公布其建设
期与收费用途及收费截止期，并全程在网站上动态公示，尽
快扭转“高速公路一边被骂，一边暴利依旧”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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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化
重大专项成果斐然

本报讯（实习生邱锐）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获悉，近年来围绕《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
目标和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投资超过 4400亿元，支持
70个高技术产业化专项、3000多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促进
了我国多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及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信息产业领域，我国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的 IPv6下
一代互联网试验网络，高世代 TFT-LCD 面板、多面取
PDP面板和 AMOLED面板等关键技术和配套材料取得
突破，新型平板显示产业链逐步完善。

在生物产业领域，盐酸安妥沙星、重组幽门螺旋杆菌
疫苗等创新药物获得批准，重组人 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
体—抗体融合蛋白单抗药物实现产业化，转基因抗虫棉实
现大面积种植，国家基因库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航空航天产业领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二代卫
星导航科技重大专项取得标志性成果，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构建和完善了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和
卫星通讯三大应用体系，环境减灾卫星稳定运行。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领域，形成了兆瓦级风电机组的
自主研发和规模化制造能力，2011 年总装机容量超过
6000万千瓦；形成了高性能晶体硅、太阳能光伏电池的规
模化制造和生产能力，2011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300
万千瓦；通信光纤、钽铌铍合金等新材料生产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
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
设，建立优胜劣汰和动态调整的运行管理机制，根据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各主
管部门审核上报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已验收的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进行了评价。

本次评价一共涉及 86所工程中心。其中，依托单
位为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粉末
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所获评分最高，为 93.7分。得分
最低的工程中心为吉林中粮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其分数为 60.0分。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对评分在
60~65 分之间（含 60 分和 65 分）的新型电源和玉
米深加工工程中心给予警告，要求两家工程中心
对存在的问题抓紧进行整改；同时，由于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光盘及其应用工程中心已经累
计两次被警告，因此被撤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称号。

2012年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评价结果公布

姻本报记者陆琦
“地球系统模拟是一项战略技术，不仅对

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十分重要，而且是衡量一
个国家地球科学研究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
也是应对全球变化、减灾防灾、环境治理必不
可少的科学支撑。”日前，在中科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召开的地球系统模拟科学和技术高层
战略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徐冠华这样阐释
地球系统模拟的价值。

无可替代的数值模拟实验平台

所谓地球系统模拟，就是利用描述地球
系统（气候、生态、环境、固体地球、近地空间
乃至深层空间）的物理、化学和生命过程及其
演化的规律，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大规模科
学计算，以认识和再现地球系统过去和当代
状况，并预测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暴雨、台风、

地震……从科学上认识这些问题、预测其发
展趋势、制定相应治理措施，都离不开地球
系统模拟。

“地球科学内部各学科交融的最新特征之
一，就是地球系统模式的提出和研制；这同时
也是地球科学和数理科学交叉结合的一个典
型。”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说。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离不开两大支撑平台，
即观测实验平台和数值模拟实验平台。
“数值模拟研究可以大大缩短检验和发展

理论的周期，还可完成实验室难以完成的实
验，会使地球科学发展得更快。”从事数值模拟
研究 40余年的曾庆存，一直坚信地球科学的
突破是以观测事实为依据，通过数值模拟研究
来实现。
随着各类观测实验不断丰富，对地球系统

的认识不断深入，无论大气、海洋、环境科学，还
是生态、固体地球、空间科学，数值模拟实验手
段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仅就其科学性来

说，一个国家能否有话语权并掌握主导权，制
定正确的适应对策，除了要掌握更为可靠的科
学事实和依据，更要有能力作出自己的令人信
服并可利用的对未来的预测。
“这离不开大规模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

专家一致认为。

从纯基础研究到系统工程

“我国开展地球系统模拟研究并不晚，有
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与西方的差距却没有
缩小。”
徐冠华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地

球系统模拟当做纯粹的基础研究，忽略了其
重要的技术性和工程性。
国际上，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和地区都提出了各自的地球系统模拟发展计
划。比如：美国计划于今年年初在国家大气研
究中心（NCAR）部署 P级的模拟器系统 Yel-
lowstone，预计今夏投入使用；日本为主要用
于地球模拟的新一代计算机 K Computer的
研制共投入了超过 12.5亿美元；欧盟决定向
“活地球模拟器”（Living Earth Simulator）项目
投入 10亿欧元，预期在 2022年建造一个超级
计算平台，预测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可
能出现的全球性危机。
这些计划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一种

国家行为或多国地区性行为，有一个专门的
机构来协调和组织计划的实施，有持久、稳定
的经费支持；都十分重视建立一个可供地球

系统模式持续发展的具有总体体系结构的公
共技术平台；都把观测数据及其处理技术作为
地球系统模拟的一个有机整体。

相比之下，我国地球系统模拟的投入主要
以基础研究项目的形式，硬件更新与国外的差
距还相当大，软件开发也是零零碎碎，没有提
到系统工程的高度，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地
球系统科学模拟研究中心。
“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徐冠华说。
据了解，由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牵头的

地球系统科学模拟装置项目，日前经国家发展
改革委批准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项目建设目标，是在 2015年底建成我国
的地球系统科学模拟装置，使我国具备地球表
面全圈层模拟能力，高空间分辨率和长期气候
系统变化的模拟能力，对各类物理、化学和生
物过程的精细描述能力，海量数据的高效挖掘
分析和交互式可视化能力。
“任务非常艰巨。”徐冠华希望在研制过程

中关注先进性和开放性，“各个相关部门齐心
协力，把自己的优势拿出来，中国的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一定会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秦伯益 钟南山 胡敦欣 雷霁霖 于德泉
卢世璧 张金哲 甄永苏 闻玉梅 姚新生
黎介寿 饶子和 郑守仪 石元春 黄志强
石学敏 范云六 李载平 刘彤华 刘玉清
孙 燕 匡廷云 肖培根 程书钧 项坤三
池志强 盛志勇 陈冀胜 李 宁 沈倍奋

2012年 4月 9日

4月 9日，秦伯益、钟南山等 30 位院
士联名致信本报，对“中式卷烟”项目入选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表示严重
关切。

院士们在信中指出，作为企业，追逐
利润无可厚非，但上述入选项目的本质，
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
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这将导致更多
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
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

就“中式卷烟”项目联名致信本报，是
院士们对本报的信任。本报今天全文刊发
这封信，以飨读者。

本报始终关注我国的控烟事业，并
就相关科学问题多次进行深入报道。日
前，由本报主办的科学网所发起的抵制
中式卷烟技术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签名征集活动，引起广大网友的热烈响
应。

本报将继续跟踪此事的有关进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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