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news＠stimes.cn4 2012年 4月 10日 星期二 Tel押（010）82614597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获悉，该所生态中心刘庆课题组采用红外辐
射加热的原位模拟控制试验，并通过定期移
除凋落物，比较研究了亚高山针叶林两种主
要树种（云杉和岷江冷杉）专一性地通过根
系生命活动，对土壤过程的影响及其对气候
变暖的响应。相关成果先后发表于《土壤生
物学与生物化学》、《应用土壤生态学》等国
际期刊。

据了解，植物通过根系和凋落物向土壤
中输入有机质，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地下部
分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两种主要途径。目
前，有关凋落物输入对土壤过程和功能的影
响已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而有关
植物通过根系生命活动对土壤生态过程的
影响和调控机制的研究甚少，使受根系活动
调控的根际过程已成为目前植物与土壤物
质循环相互作用中最重要但最缺乏了解的
关键环节。

此次刘庆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增温
对土壤氮素转化过程和养分有效性的影响
与植物种类和季节有关，云杉土壤氮素转化
过程对增温的响应更为敏感；两种树种根际
效应大小对增温表现出相似的响应模式，但
根际效应大小幅度在树种间具有明显差异，
总体表现为云杉比冷杉树种具有更大的根
际效应；两树种根系生长（细根特征和根系
类型）和生理（细根活性和根系分泌物）及其
对增温的响应差异可能是导致上述结果的
主要原因。

该研究结果为揭示植物根系生命活动
对土壤生态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调控作
用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并据此指出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应该加强根系碳源输入
（根系分泌物）与根际土壤养分代谢过程的
耦合机制研究。 （宗华）

植物根系生命活动
调控土壤生态过程

本报讯（记者闫
洁）来自中科院微生
物所的科研人员通过
设计新的途径，成功
地利用二氧化碳生物
合成了丙酮。相关成
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期刊《代谢工程》。

二氧化碳既是主
要温室气体，又是宝
贵的碳资源。创建新
的生物合成途径，实
现利用太阳能将二氧
化碳高效生物转化为
石油基化学品，将为
解决全球资源和能源
问题开辟一条新路，
对工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丙酮是重要的有
机溶剂和工业原料，
是具有代表性的低
值、大宗石化产品之
一。我国每年的丙酮
消耗量超过 110 万
吨，其中一半以上依
赖进口。

据介绍，天然蓝
细菌可通过光合作用

固定二氧化碳实现快速繁殖，但由于缺乏丙
酮生物合成途径，并不能合成丙酮。

该所李寅研究员和周杰博士研究小组，
首先设计了一条从二氧化碳生物合成丙酮的
代谢途径，然后对蓝细菌内源的光合固碳模
块进行优化、重新分配碳流，进而通过引入与
丙酮生物合成相关的转乙酰模块和脱羧模
块，实现了蓝细菌内源固碳模块和两个外源
模块的有效衔接，使碳流延伸到丙酮，创建了
从二氧化碳生物合成丙酮的新途径。

作为利用二氧化碳生物合成酮类化合物
的第一例，该工作中新途径的设计思路以及
模块组装和优化方法，也可为利用二氧化碳
生物合成更多大宗石化产品提供参考。

北京新机场建设势在必行
姻本报记者 王卉
从选址、立项申报到传言开工，关于北京新机

场建设的各种消息一直纷纷扰扰。
尽管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目前尚未获得国家

发改委的立项批准，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金凤君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表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北京新机场的建设，
“可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现实需要

“北京首都机场的年吞吐量已经达到 8000万
人次，确实需要建第二机场。这也关系到中国走向
世界这一大的格局。”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科院
院士陆大道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亦表示。
“十一五”期间，首都机场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

头。从年旅客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等方面来看，是
当今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年旅客吞吐
量已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居全球第二。
首都机场的设计年旅客吞吐量为 8200万人

次。这意味着首都机场客流饱和会很快到来。同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在
出行的航空运输方式的选择上，需求还是很大的。
从服务首都大都市区而言，京津冀经济圈积聚

了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北京新机场以服务北京为
主，也同时考虑京津冀经济走廊和城市密集带的发
展需要。
“这也是都市化的发展趋势。”金凤君说，北京

新机场如果建得好的话，可以更高效地利用都市
区，为城市发展创造一个更具优势的环境。
“从世界发展角度来说，航空运输也是半个多

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种运输方式。”金凤君表示，
现在正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一般一个都市
化地区需要一两个，甚至更多机场，来满足这类区
域人们出行的需要。
反观一些大的国际化都市，一般也都建设有多

个机场来满足不同的运输需求。以伦敦为例，其城市
加上郊区共有 5个国际机场。
“只要布局合理，管理不是难题，起降空间规定

好了，就没什么问题，现在管制系统都非常完善。”
金凤君表示。

充分论证

此前关于首都第二机场的选址曾争议不断，
但陆大道认为，最终花落北京市大兴区南各庄，实
属必然。

“新机场也只能建在北京东南方向，因西北方
向是山区。对此，国家发改委和多部门已经做过很
多工作，北京市和河北省也进行了相关利益协
调。”陆大道表示。
作为宏观经济专家，金凤君从 2005年就开始

参加首都新机场的论证工作。他向记者介绍说，对
首都新机场的论证工作已有近十年。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区，作为一个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首都新机场建设的可行性论证，有一支
囊括了各领域专家的庞大队伍参与。
“选址就曾考虑过七八个地方。”金凤君表示，

诸如区位合理与否，规模应建多大，年吞吐量应该
是多少；跑道的条数最终是多少；按设计的吞吐
量，需要留出多少平方公里土地，分几期建；哪些
航空公司要进驻，怎么组织；与现在的首都机场是
什么关系，功能定位如何设置等，都是需要考虑的
问题。

这其中还包括机场与城市交通的关系，进出
用什么方式与城市联系，是地铁还是机场快轨。

同时还有工程方面的问题，比如，航空管制如
何协调，因为需要占据一个很大的空域资源，需要
一个盘旋落地的空间。

金凤君表示，至于周围的地形、水文、气象条
件、防震、防洪等方面，则都是论证中涉及的最基
本要素。“地上和地下各种设施，诸如供电、供水、
供气、通信、道路、排水等，更是论证中要涉及的基
本方面，都被充分论证过。”

原有机场扩展受限

既然建设首都新机场的论证已有近十年的时
间，为什么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扩建首都
机场三号航站楼时，没有建设一个更大的机场？

对此，金凤君表示，为了服务奥运会，当时
也在论证是新建一个机场，还是扩建首都机场。
“论证中，看法很多，争论也很多。由于时间所
限，最终以建设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意见胜
出。”

目前，北京有三个机场，南苑机场为军用机
场，西郊机场是专用机场，主要的运输功能是靠首
都机场来发挥的。
“2008年以来，发展速度太快了。即使在首都

机场建了第三航站楼，北京新机场还是要建的。”
金凤君表示。

同时，金凤君认为，从规模经济效益来说，现
有首都机场的规模和吞吐量已经比较大，“空域和
地下的资源都已经很紧张，没有资源了。机场不能
再在首都机场那儿扩建”。

首都机场 T3航站楼人流如织。 新华社供图

姻本报记者 张行勇
陕北人往往用诸如“红艳艳”、“山丹丹”一类的叠词来表达对

人或物的敬爱和喜欢。
就在一年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地处陕北的佳县采访时，

听到了另外一个叠词———“谷神神”。
这个称号是当地人送给来自陕西省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陈志

杰的。

科技扶贫在佳县

2003年，佳县朱家寨乡成为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
的扶贫点。陈志杰被指派为此项任务的技术负责人。
朱家寨乡在全县最穷，当时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通往县

城。
上任后，陈志杰给当地农民送来了谷子新品种，并进行推广

种植，逐渐替代了原有的老品种。
“如今，新品种每年在佳县种植 10万多亩，为老百姓带来

4000多万元的年增收。”佳县扶贫办主任高增昌说。
陈志杰在佳县做的另一件事是帮助选育和推广“佳县长枣”。

红枣是佳县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占该县农业产值的 31%，是
农民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如果在收枣季节遇到连阴雨天，就会
发生裂枣灾害并导致绝收。
“佳县长枣”是陈志杰在当地进行红枣资源调查时发现的芽

变优株，经 10多年选育、区域试验示范而育成。其抗逆性强，适应
性广，每年 10月中旬成熟，避开了陕北的雨季，裂果发生率较低，
产量高，深受农民和市场的青睐。一些栽种新品种的农户人均年
增收 8000元。
在陈志杰的帮助下，目前佳县初步建立了以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为基础，地方和企业标准相配套的红枣标准体系，同时建设
了有机红枣基地 6万多亩。

绿色防控在渭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志杰一直在渭南市蹲点从事课题研究
和技术推广工作，每年驻点 150天以上，主要从事棉田天敌保护利
用技术、线辣椒低残毒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渭南市是陕西省设施农业第一大区。自 2004年开始，陕西省

科学院在渭南市大荔县念桥乡建立“关中东部灌区高效生态农业
综合科学研究示范基地”，以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陈志杰作为课题负责人，在基地创建了田间实验室，组建科
研团队和技术推广协作组，系统研究棚室土壤的环境效应。他们
引进、总结出合理轮作、生物修复、环境调控等技术及主要设施蔬
菜的优化施肥方案，集成创新棚室栽培黄瓜、番茄、辣椒等蔬菜高
效栽培关键技术体系。他们还通过“科研基地 +农资企业 +合作
社”的技术推广模式，建立了 100亩的试验区、1000亩的示范样板
区以及辐射 21县的有效推广网络，示范应用推广果实类蔬菜套
袋、防虫网阻隔、微量元素应用等病虫绿色防治关键技术。

据了解，仅在 2006～2008年，该基地累计推广面积 94.52万
亩，新增蔬菜总产量 20031万公斤，新增总产值 31312万元；组织
农户技术培训 120余场，培训菜农达 1.5万人次，示范推广区技术
入户率达 90%以上。

同时，针对当地设施栽培桃、杏管理技术不到位，产量低，效
益差的问题，陈志杰通过温室冬季白天盖夜间揭草粘的方法，满
足果树需冷量，并加强肥水、病虫防治及温湿度管理等技术的使
用，使试验棚桃树产量提高 45%以上，杏树亩产量由此前不到 500
公斤提高到 1500公斤，且品质好、售价高，经济效益显著。

目前，示范基地已成为关中东部灌区第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高效
生态农业综合科学研究示范基地，也是技术孵化推广辐射源和农业
科普培训基地，其效用已辐射到渭南、咸阳、延安和榆林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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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好成）近日，哈尔滨市委、市
政府对该市专家咨询顾问委员会（下称专顾委）专
家和专家组进行了表彰，以奖励其为推进哈尔滨市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
的突出贡献。其中，10名专家获“优秀专家顾问”奖，
37篇咨询报告获“优秀咨询成果”奖，3个专家组获
“优秀专家组”奖。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林铎、市长宋
希斌出席颁奖大会并向获奖专家颁奖。

林铎在颁奖会暨第七届专顾委全体会议上
指出，要做到科学决策，仅凭决策者自身的经验、
知识和能力是难以担当的，迫切需要专顾委专家
组成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支持和帮助。

据悉，为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哈尔
滨市在 1986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顾委。专顾
委由聘请的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设有工
业、农业、经济、法制等 12个专家组，四年一届。
今年是第七届，现有专家 224名。

多年来，专家们围绕该市的重大战略以及经
济运行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从不同层次和角度
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决策机构提交了大量的咨
询建议和评估论证成果。

2000年，该市作出决定：凡是市委、市政府有
关全市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要请
专顾委进行评估论证，这必须列入决策程序严格
执行，未经市专顾委研究和论证的重大项目，市
委、市政府不予决策和实施，这种“一票否决制”
的做法已形成制度。

据介绍，第六届专顾委受市委、市政府和有
关部门及区、县（市）委托，进行重要决策和重大
项目评估论证 42次，组织开展咨询活动 116次，
完成重点咨询课题研究 120项。先后有省、市领
导 201人次对 125期《咨询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决策吸纳率达到 58.7%。

哈尔滨表彰
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

聚焦农村一线科学家

黄土地农民的“谷神神”
———记陕西省科学院农业专家陈志杰

4 月 7 日，2012
年苏州市青少年机
器人比赛在相城区
蠡口实验小学体育
馆开赛，来自 62 所
中小学校的 360 余
名选手参加角逐。本
次比赛分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组别，
设有机器人灭火、足
球、篮球和机器人基
本技能、VEX工程挑
战及类人机器人全
能挑战等项目。

图为几名小选
手参加机器人二代
足球比赛。
新华社记者杭兴微摄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由北京市科委负责组织实施的“科技北京”百名领
军人才培养工程 2012年度申报选拔工作近日正式启动。

据了解，该工程计划用 10年时间，通过项目带动、产学研用结合、国际合
作交流等形式，立足首都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造就百名科技领军人才，构建一
批由科技领军人才领衔，成熟、稳定、高效的科技创新团队；建成一批具有国
际水平的实验室和科技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对于入选人员，北京市将给予科研经费、科研仪器使用、成果转化等多方

面支持。2011年，首批共 27人入选该培养工程，涉及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
制造等 13个专业领域。

2012年度集中申报工作将于 4月 23日～27日进行。在北京市行政区域
内注册的企事业法人单位工作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均可由所在单位推荐申报。
申报人应在学术研究或技术研发上已取得突出成绩，在本领域的研发水平、
成果为同行公认，能把握领域发展方向，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此外，
还要求申报人拥有一支创新能力强、产学研结合成绩显著的优秀团队。

2012年“科技北京”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陈惠芬）上海国际
消化内镜切除新技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日 ESD
高峰论坛于 4月 6日～8日在沪举行。各国专家
就胃肠道肿瘤、贲门失弛缓症等疾病的内镜诊断
新技术、内镜下微创切除新技术、内镜切除并发症
的预防和处理等进行交流。其中，由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专家进行的专题讲座和手术操
作演示，受到与会专家与临床医生的推崇。

不用开腹，通过内镜就可完成手术———这就
是内镜治疗。内镜治疗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可大
大减轻病患痛苦，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消化道、
肠道等疾病的治疗中。

经过 20年的发展，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已成
为全球年内镜诊疗人数最多、诊疗种类最全、诊
疗质量最高的内镜诊治基地。同时，该中心在国
内最早开展了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消化
道癌、急性肠梗阻的支架引流以及内镜下食管肌
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等，获得国家和上海市
的众多重大课题和奖项。

该中心主任姚礼庆介绍说，中心三年间诊疗
人数突破 19万人次，仅 2011年诊疗人次就达 7
万多，且未有过任何重大技术差错。此外，该院已
举办国内相关学习班 22 期，为全国各地培养
1200余位内镜专业技术人员。医院还举办了首届
国际内镜治疗学习班。

同天，挂靠在该中心的“亚太地区消化内镜
培训中心”及“上海内镜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揭牌成立。

中山医院建世界级
内镜诊疗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