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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秉恒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孙国根）以卡那霉素、链霉素
等为代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会产生耐药。
这种耐药性如何形成一直是科学家和临床医生极度关注的
难题。复旦大学 1月 21日宣布，该校上海医学院英国籍全
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Alastair Murchie和研究员陈东戎带领
的课题组，历经 3年多艰辛努力，终于在耐药性病原菌中首
次发现了一种对控制此类抗生素的耐药性有重大作用的新
型“核糖开关”。该成果近日在最新一期国际学术杂志《细
胞》上发表。

人类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使致病菌的耐药性日益严重。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敏感需氧革兰氏
阴性杆菌”所导致的脑膜炎、肺炎、骨关节等感染，但这类细
菌产生的两个“破坏分子”（即氨基糖苷乙酰转移酶和氨基
糖苷腺苷酰转移酶）能灭活抗生素，导致抗生素失效。为阐
明这种耐药性如何形成，博士研究生贾旭和张静等在 Alas-

tair Murchie和陈东戎的指导下，通过大量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实验，发现了上述两个“破坏分子”编码基因中存在核糖开
关元件，它能够“一对一”地识别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诱导相应
耐药基因的表达，导致抗药性的产生。

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发现拓展了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领
域，开创了抗生素耐药性新的研究方向，使人们对抗生素耐药
机制有了新的认识。在以后的实践中，科学家可以利用“核糖
的破坏作用”，从根本上解决细菌耐药问题。

Alastair Murchie则表示，虽然对现有药物进行轻微改造，
就可以勉强控制现有局面，但从长远来看，研发出能以全新方
式靶向杀灭细菌的新型药物则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就能保
持药物的原有临床药效，亦有望通过联合用药等方法彻底解
决耐药问题。

据悉，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
育部“985工程”和上海市科委的支持。

科学家发现影响抗生素耐药的“核糖开关”

姻本报记者 张巧玲 实习生 姜天海
“智能制造装备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唯一

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的金矿。”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秉恒在日前召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
展高层论坛上如是说。他认为，我国应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业。
据了解，高端装备制造业被涵盖在国家“十

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
中，而智能制造装备是高端装备的核心，是制
造装备的前沿和制造业的基础。智能装备产业
的发展也已成为当今工业先进国家的竞争目
标。
“未来的制造装备需要软硬件结合，没有软

件的支持，就是‘笨’装备。我们需要改变重硬轻
软的观念，增强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卢秉

恒介绍，智能制造装备是在装备数控化基础上提
出的一种更先进、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和制造精度
的装备类型，主要分为智能机床和智能基础制造
装备两大部分，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和控
制功能。它可以将传感器及智能诊断和决策软件
集成到装备中，使制造工艺能适应制造环境和制
造过程的变化。
然而，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目前却仍处于

由自动化向智能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类装备的
智能化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行业甚至连自动化都
还没有完成。
另据银河证券研究报告估计，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在未来 5到 10年内将获得高速成长，其中，
未来 5年有望实现年均 25%以上的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卢秉恒认为，我国发展智

能制造装备的技术发展方向应是网络化、控制软

件模块化，在智能层次上逐渐推进。
而对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战略布局，卢秉

恒表示，应考虑“以点带面，层次推进”的策略，首
先以国家重大需求、与战略安全相关的制造行
业，如航空航天等应用领域为对象，重点研制若
干类自动化基础好、智能化要求迫切的制造装
备。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工艺优化与传感器研究，
发展可国产化的传感器网络系统，开发适合制造
装备的智能数控系统。
“我国航空航天和军工企业受到进口制约，

所以对高效优质的智能装备需求旺盛，这成为智
能制造装备发展的动力之一。”卢秉恒说，目前我
国在一些重点产品研制方面有所突破，如研制成
功智能压力机、重型数控镗铣床，并形成了一批
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但卢秉恒强调，加快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发

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并加快关键技
术瓶颈的突破，实行高校—企业协同创新工程，
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

智能制造装备业是待挖掘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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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哈尔滨 448名事业
编制环卫工人正式走上工作
一线，他们之中本科学历者占
81%，还有 7人拥有研究生学
历。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专门
为此寄语：对新环卫工充满期
待。

研究生争当环卫工，支持
者认为，硕士环卫工可以提高
一线环卫工人的素质。但笔者
认为，这些支持者忽视了该事
件的关键：研究生为何愿意扫
马路？因为这一工作有事业编
制，未来可以享受到高福利和
稳定的待遇。例如，在某些城
市，编制内环卫工人的月薪可
达 3000元以上，而临时工只
有 1000多元。除看得见的工
资待遇外，有编制还意味着在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看不见
的好处。

正因如此，包括公务员、
事业单位在内的诸多编制，成
为时下社会大众追逐的热点。
追求编制甚至成为社会的一
种畸形现象。当大量正值青春
年华、创造力十足的年轻人削
尖了脑袋，想尽办法要挤进能
够保证退休后享受丰厚福利
的职业，不惜掏大粪、扫马路
也要成为编制内一员时，我们
很难说这样的社会，未来能够
有多少创新的动力。

如果有一天，编制问题不
再成为同工同酬的阻力，没有
编制环卫工人的收入和有编
制者的待遇基本一致，那时研
究生们仍然愿意热衷于环卫

工人，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些人能够促进
环卫事业的现代化。

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社会，理应确保同
一职业者可享受到大致平等的待遇。但由于
种种原因，在很多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中，有无编制往往成为差别化待遇的核
心。这种身份的差别化，让很多原本颇有抱
负的年轻人不惜牺牲自己的梦想，蝇营狗
苟、钩心斗角，只为获得一个正式的编制。

为此，在强调科技进步，强调创新驱
动的当下，有关部门应重视这一问题，加
快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体制的变革，解
决依托在编制上的各项弊端。这样，才能
让年轻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从事自
己喜爱的行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
贡献，而不是让那些原本有创造力的人
才，在一些根本不匹配的工作岗位，浪费
自己的才华和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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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邱锐 通讯员姜恩）近日，燕山大学亚
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田永君领导
的研究小组与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利用高温高压技术成功
合成出超高硬度的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块材。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

据介绍，立方氮化硼是一种重要的超硬材料，在铁基材
料加工行业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令人遗憾的是，人工合成
立方氮化硼单晶的硬度还不到金刚石单晶的一半。而材料
学中的霍尔—佩奇（Hall-Petch）关系显示，多晶材料硬度随
晶粒尺寸减小而增大。因此，合成纳米结构立方氮化硼已成
为提高硬度的有效手段。

此前，利用类石墨结构氮化硼前驱物在高温高压下的
马氏体相变，科学家们已合成出最小晶粒尺寸为 14纳米的
纳米晶立方氮化硼。

田永君及其合作者———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马琰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王雁宾和河北工业大
学教授唐成春等人在最新实验中，用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洋
葱氮化硼为前驱物，成功地合成出透明的纳米孪晶结构立方
氮化硼。实验结果显示，该物质孪晶的平均厚度仅为 3.8纳
米，硬度达到甚至超过人工合成的金刚石单晶，断裂韧性高
于商用硬质合金，抗氧化温度高于立方氮化硼单晶本身。这
些优异的综合性能表明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将成为一
种工业界期盼已久的刀具材料。

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成果突破了人们对材料硬化机
制的传统认识，向人们展现了合成高性能超硬材料的新途
径———获得超细纳米孪晶结构。

超硬纳米孪晶结构块材问世
其硬度超人工金刚石单晶

院士之声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从“神九”“天宫一号”对接，到“蛟龙”入海、

大亚湾实验发现中微子新的振荡模式……一
项项科学创新项目，无不闪现着中国科学院人
的身影。
“不负国家重托，不辱人民使命！”这是中

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时刻放在心头的一句话。
当前，大数据浪潮来袭，学科交叉融合风

起云涌，第三次工业革命蓄势待发。面对新形
势，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肩负着服务国计民
生、争创国际一流的重任。
“向国家和人民交合格、满意的答卷！”这

是白春礼时刻心系的问题。

认清责任不能“自娱自乐”

随着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对我国科技发
展提出新挑战，近年来，国家对中科院科研资
金投入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增长。
“都是纳税人的钱！不算投入产出比实在

不行！”
白春礼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

科院必须从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迎接新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挑战出发，立足优势、抓住
重点，一手抓创新产出，一手抓成果应用，着力
促进出重大创新成果、出杰出科技人才、出深
刻前瞻思想。
“创新产出最终需要国家和社会、人民的

高度认可，不能‘自娱自乐’！”白春礼指出。
作为基础研究单元，中科院每个研究院

所都承担科技“国家队”的使命和责任。中科
院的使命落实到每位科研人员身上也都是沉
甸甸的责任。
“每个科研人员都应站在国家需求的角

度看问题、搞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只有如此，
他才可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企业与社
会所需主动去作研究。”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所长张丽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
“前沿基础学科、交叉学科与应用研究，衡

量尺度应有不同，或看创新突破、学科贡献，或
看解决关键问题、实际应用价值和作用等，但
不能自吹自擂、自我陶醉与自我欣赏。”中科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王跃飞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立足创新占领科技制高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
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目前，许多发达
国家正积极谋划，力求占领科技制高点。
产业革命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

良机，也对我国要素成本优势弱化、国际产业
分工低端化、企业技术创新空间受限制等现
存问题提出挑战。通过创新打破现有格局势
在必行。
目前，中科院承担着多项重大创新产出任

务，分别启动A类与 B类先导专项；“一三五”
重大突破布局已接近 300项。这些项目的目标
无一不是集中突破关键核心科技问题，取得世
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
“要牢牢抓住重大产出这个‘牛鼻子’，坚

持不懈地推进。”白春礼指出，先导专项是全院
重大产出任务的重中之重，要注重投入产出
比，注重强化外部评估，特别是国际评估，力争
早出重大成果。

中科院各研究所，也正在努力推进创新工
作。比如，依托于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国
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是中科院“创新 2020”
计划中启动的第一个 B类先导专项。启动两

年来，该中心每个交叉研究部都启动了 2～3
项重大创新项目，以及 1～2项培育性项目，通
过协同攻关，为解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作
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产出。
其中，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与政策模拟仿真

平台对加强我国宏观经济决策分析的科学性
与及时性具有重要意义，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
高度评价以及WTO等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区域粮食产量预测研究每年 4月底便完成全
年粮食产量预测报告，误差率在 1%～3%。而
国际上一般仅可以提前 2个月左右作出预测，
且误差在 5%～8%。
“一方面要大力开展数学的基础和前沿研

究，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数学与物理、生物、信
息等其他学科各方面交叉研究，站在战略制高
点的位置，为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作贡献。”王
跃飞指出。
“现在学术界存在比较浮躁的风气，一个

人一年发表三五十篇论文作为典型来表扬，这
是不可取的。我们鼓励十年磨一剑，鼓励出重
大创新成果。”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汪寿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希望不仅可以把研究工作做好，也希望
把数学院所坚守的文化按照适当的方式推介
出去。

促进转化减少无效研发

大到前沿装备，小至锂电池隔膜，中科院
理化所在中科院科研成果创新转化中可谓小
有名气。“‘创新 2020’给了我们一个创先争优
的机遇，也给了我们一个挑战。”张丽萍说。
责任意味着压力，而压力同样意味着动

力。该所“一三五”规划的三个突破均面向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而设。
其中，关于前沿装备自主创新研发的项目

格外引人关注。我国相当比例的高精尖前沿技
术装备都依靠进口，我国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
曾有此问：“啥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研制前沿装
备？不把这些钱给洋鬼子！”然而，他的梦想一
直没有实现。

2008年，深紫外晶体与固态激光大型科
研装置在理化所立项，开始了我国前沿装备从
无到有的新阶段。目前，理化所已经研制成功 8
台深紫外固态激光源前沿装备，在科研一线发
挥着重要作用。

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代表作 3D打印机为
例，该所低温生物与医学实验室兼职研究员刘
静所在的团队已在液态金属成型材料方面迈
出关键性的一步。

此外，该所研发出的维生素 D3（即 VD3）
现已占据国际市场份额的 70%左右，国内市场
占有率更达到 100%；近两年，该所研制出的电
动汽车锂电池隔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生产出
比国外更加优质的同类产品，而成本价格仅是
国外产品的 1/10。
然而，据《中国科学院 2011 知识产权统

计年报》统计：2011年全院专利授权量 4521
项，新签转移转化合同 431项，平均转化率为
9.53%，仍远低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从国家、社会对科研机构质疑角度看，一

方面重大影响和效益的创新成果少，更多则是
成果‘束之高阁’多、转化应用低。”白春礼指出。
“怎样通过机制改革，减少没有市场潜力的

无效研发，有效地把各类有应用前景、有市场的
成果及时转化成生产力，这是个极大挑战！这也
是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具体体现。”
他希望，中科院各个研究院所了解并帮助

解决部门和区域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科技
问题，提升工作实效和显示度；避免自我封闭
或以老大自居，鼓励联合企业建设研发中心，
形成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机制。

认清肩上责任服务国计民生
———中科院新时期发展战略解读（二）

本报讯（记者黄明明通讯员余波）记者近日从国家油菜
产业技术体系 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国油菜含油量再
次刷新世界最高纪录，油菜高含油量育种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据介绍，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油料所
研究员王汉中带领团队选育的油菜新品系 YN171，经国家
粮食局西安油脂食品及饲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
含油量达到 64.8%，比我国一般品种含油量（41%左右）提高
了 55%以上，创造了油菜含油量世界最高纪录。

同时，由王汉中及其团队育成的高产油量杂交组合中
11-zy293在 2011～2012年度国家区试中含油量达 49.57%，
居 184个参试品种之首；亩产油量达 95.63公斤，比杂交种对
照增加 15.51%，产油量增幅居参试品种之首。该杂交组合在区
试中还表现出了抗倒伏性、抗病性好等特点，适于机种机收。

据了解，我国油菜不与粮食作物争地，常年播种面积 1
亿亩左右，而且还有 6000多万亩的南方冬闲田可种植油菜。
而我国食用油自给率仅为 35%左右，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不
足，依靠科技进步增加油菜产油量是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水
平的主要途径。

按照比杂交种对照每亩多产 12.84 公斤菜籽油计算，
杂交组合中 11-zy293如果每年推广 1000万亩，则可增产
菜籽油 12.8万吨以上，如按照每公斤 10元的价格计算，每
年可为我国油菜产业增收 12.8亿元。

我国油菜含油量破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电（记者田建军）我国将投资 源园多亿元对长
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进行系统整治，以进一步释放长江黄
金水道航运潜力。这是记者 1月 圆员日从在宜昌召开的长江
航道局 圆园员猿年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据长江航道局局长熊学斌介绍，荆江河段属平原砂质
河床，河道九曲回肠，洲滩演变剧烈，实施航道整治是一项世
界性难题。圆园员圆年 苑月 圆远日，《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
工程昌门溪至熊家洲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国家
发改委审查评估，圆园员猿年上半年将展开全面系统整治。

熊学斌说，整个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将按照守护洲
滩、稳定航槽的整治思路，力争用 猿至 缘年时间，对昌门溪至
熊家洲 圆愿园.缘公里范围内的 员猿个浅险水道进行系统整治，
使其达到水深 猿.缘米、航宽 员缘园米、弯曲半径 员园园园米的航道
尺度，以满足 猿园园园吨级货船和 员万吨级船队全年通行。

据有关研究机构预测，通过系统整治，到 圆园员缘年，长江
中游宜昌至荆州段、荆州至城陵矶段货运量将分别达到
员猿远员苑万吨和 员源员园远万吨，长江中游航道通过能力将大大
提高，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效益显著提升。

长江荆江航道整治
获 40多亿元投资

1月 21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的工程人员在清理准备拨
接钢轨内的道砟。

当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 500多名干部职工在陇海铁路
因南水北调工程而改线的路段（关帝庙至荥阳间）进行拨接
施工，将陇海铁路上、下行铁路由临时改线段拨接至既有线
段（老段）。至此，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下穿陇海铁路工程已
全部完成。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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