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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汉斌）“深圳大学汕
尾光电科技产业孵化园”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日前在深圳大学举行。

根据协议，孵化园将由广东省汕尾
市科技局、忠建集团、深圳大学三方共
建共管，汕尾市科技局负责产业规划、
财政支持、用地和环保审批，忠建集团

负责投融资与园区建设，深圳大学负责
科技项目引进及研发中心运营。

汕尾市副市长刘小静表示，近一年
来，汕尾市与深圳大学不断扩大合作，联
合申报的省部产学研项目已获立项，资
助经费 200万元，已有 7家汕尾企业与
深圳大学成功对接。深圳大学副校长徐

晨则希望，深圳大学的技术成果能为汕
尾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合作方希望将孵化园建成国家级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高素质光电企业创业
创新人才集群高地以及汕尾科技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形成完善的“研发机构—孵
化园—产业园”的梯级孵化链条。

广东汕尾与深圳大学达成战略合作

云南玉龙雪山
暗针叶林大样地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 通讯员陈智
发）记者近日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获
悉，为长期监测暗针叶林生态系统中
水文、气候、生物和土壤的动态变化，
揭示高山亚高山区域的代表性生态系
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该所日前在云
南玉龙雪山启动了中国第一块高山亚
高山“25公顷暗针叶林森林生态系统
动态研究大样地”。

据介绍，玉龙雪山是北半球纬度
最低的发育有冰川的雪山，拥有 3000
多个物种，植被垂直分布显著，是全球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
同时，暗针叶林是长江上游重要的防
护林，也是国际河流湄公河、萨尔温
江、怒江、独龙江等流域重要的林区。
这类森林是在当地特殊水热组合下发
育的顶级群落，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和
水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最
重要的碳汇之一。因此，在该地区建立
森林生态系统平台迫在眉睫，也符合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最前沿研究的

战略需求。
此次启动的大样地位于云南省丽

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玉龙雪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云杉坪内。植被类型为寒
温性针叶林，以长苞冷杉、丽江云杉为
乔木上层优势种，是滇西北最具典型性
和代表性的暗针叶林。目前，已完成辅
助卫星样地设置、常见物种鉴定、样地
选址、边界勘定和地形测绘。同时，还进
行小样方边界点设置、水泥桩埋设。

该样地建成后，将长期致力于群
落结构、生态因子、物质和能量循环、
动植物关系、物候等对全球变化响应
的监测，并引领成为科普与环境教育
的明星示范基地。

据悉，2004 年，中科院生物多样
性委员会组建了“中国森林生物多样
性监测网络”。目前，已建成包括长白
山 25公顷的温带森林大样地、鼎湖山
20 公顷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西
双版纳 20公顷的热带季节雨林大样
地等 8块大样地。

本报讯（记者黄辛）1月 17日，上海
科普教育创新奖首届颁奖典礼在沪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理事长褚君浩获“科普杰出人物奖”；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科
学史系兼职教授卞毓麟和上海中学分
获个人类和组织类“科普贡献奖”一等
奖；“名家科普讲坛”和《科学编年史》获
“科普成果奖”一等奖；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的“传播科技真实传媒”项目获“科普

传媒奖”一等奖。
据悉，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省部

级的专门科普奖项，共设四个大类：科
普杰出人物奖、科普贡献奖、科普成果
奖和科普传媒奖。设定奖项总数为 38
项，奖金总额为 100万元。除杰出人物
奖设 2个获奖名额、每人奖励 10万元
之外，其余 3类奖项均分设一、二、三等
奖，奖金在 5万元至 1万元不等。

据了解，此次获得“科普杰出人物
奖”的褚君浩，对于科普活动一直是
“时间上能安排就一定参加”。他表示，

大众科学普及是院士应尽的义务。由
于在大学毕业后当过 10 年中学物理
老师，褚君浩对如何把深奥、复杂的科
学道理讲得通俗易懂颇有心得，并且
一直致力于科普类书籍的编纂。上世
纪 70 年代，褚君浩发表第一部科普著
作《能量》，而在最近，由他领衔的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正在组织“新兴产业
科普丛书”的编纂。
《物理学的进化》、《眼睛和太阳》、

《居里夫人传》……直到今天，褚君浩还
对小时候读过的科普书如数家珍，正是

这些科普作品让他立下了当物理学家
的梦想。他从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
后，一边在梅陇中学教物理，一边用业
余时间搞科研，从来没有放弃过科学家
之梦。
“我觉得，科普不仅要把科学道理

说得大家懂，而且要传播科学思想和科
学精神。现在，科普的娱乐性增强了，但
对人生影响很大的科普作品太少。”褚
君浩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脑神经科学家、
本届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评审杨雄

里认为，真正的科普大家，既要对科技
发展的态势有深入了解，又要能用生动
的语言反映深刻的科技道理。因此，他
对此次“科普贡献奖”一等奖得主卞毓
麟很是推崇。

杨雄里强调说，科普不仅是一般知
识的普及，还要传播最新、最前沿的科
技进展。这些工作是否做得好，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一线科技工作者水平是
否一流，对科普的认识是否全面。同时，
杨雄里也感叹道：“现在诱惑太多，科普
还没有被放到那么重要的位置上。”

简讯

青岛科学学研究会年会召开

本报讯青岛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
究会年会暨专题研讨会日前召开，与会
代表就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资介合作、
科技产业转型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2012年，该学会以“青岛轨

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课题为切入
点，多次组织开展学术沙龙及调研，并
应邀为青岛市等作多场专题性报告，同
时还积极与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合
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学会影响力不
断提升。 （廖洋吴净）

河南省人民医院承担
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康复项目

本报讯随着 3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的顺利完成，“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
康复项目”日前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启动。

据了解，人工耳蜗植入目前已成为
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唯一有效治疗手
段。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康复
项目”将为 16865名中低收入家庭聋儿
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并提供术后康复训
练经费。经卫生部和中国残联的严格筛
选，河南省人民医院被确定为该康复项
目定点手术医院。今年 1月，该院将承担
65例救治任务。 （史俊庭高歌）

瑞华药业
在蓉设生产研发中心

本报讯 1月 21日，跨国企业瑞华药
业集团与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将在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成立
子公司瑞华药业（成都）有限公司并建立
国际化的蛋白质药物生产及研发中心。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 1.5亿美元，投
产后年产值将不低于 10亿元。项目总
建筑面积约 4.6万平方米，包括新药研
发中心以及符合国际 GMP标准的蛋白
质药物生产基地，预计在 2018年开始
独家生产拥有自主产权的抗癌新药。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袁宗勇

表示，瑞华药业的落户，将进一步完善
成都生物医药产业链，提升成都蛋白质
药物在国内的影响力。 （彭丽）

讯飞语点通过App Store审核

本报讯讯飞语点近日通过审核，成
功登陆苹果App Store应用商店。而且，
讯飞语点可应用于所有 iPhone手机。
讯飞语点是一款基于“云计算”的

智能中文语音手机软件，具有语音拨
号、发短信、上网搜索、查天气、看股票、
找餐厅及智能对话等 20多项语音交互
功能。 （陈卫民蒋家平）

2013科技记者年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2013科技记者年会 1月 22
日在京举行。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国防科工局等多家科技
主管单位的负责人为与会记者介绍了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的“新看点”。
此次活动中，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室项目副经理曹俊、
国家超级计算机济南中心主任顾卫
东、神舟九号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
师马晓兵、神舟九号航天员刘旺、北斗
导航系统总指挥李长江、“蛟龙”深潜
员付文韬等作为“隆力奇杯”2012 年十
大国内科技新闻的入选单位代表，领
取了证书和纪念杯。
该活动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隆力奇

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协办。 （潘希）

姻本报记者 周熙檀
近日，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

心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
（2012）———转型升级与竞争力指数》。
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的技
术创新方式主要是模仿，并以照抄照搬
别人技术的单纯模仿居多，在模仿基础
上进行研究、改进和创新的企业较少。

不得不模仿

报告副主编、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红领说：“创新是一
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企业模仿
创新的现状与我国所处的阶段有关。”
王红领认为，我国正处在从非创新

型国家到创新型国家的过渡期，随着转
型升级的加快，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
在逐步提升，这个时候“不能人为地揠
苗助长”。
万源企业董事长张晓崧也表示，对

民营企业创新不能太苛求。
民营企业创业都会经历一个由小

到大的过程，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
“为求生存，企业以模仿为主，追求短平

快，不会考虑到长远的研发和创新。”张
晓崧说。
这些年，房地产市场高企，很多民营

企业转向房地产，企业从创新之外获得
巨大收益。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
“企业是逐利的动物，这个动物能不费劲
吃到东西时，就不会低下头来创新。”
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如何在技

术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再创新，是现阶
段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前述报告指出，技术引进和模仿容

易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
仿”的低水平循环困境，企业很难实现
更高的长期市场绩效。

创新路上多艰难

去年 11月，万源企业大型云计算
自主收藏、分享与搜索平台———微网上
线。
不过，让张晓崧头痛的是，很多战

略投资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却都不敢
投入，“就是怕一旦有互联网大企业模
仿，微网就可能前功尽弃”。
在他看来，中国很难有大的创新，

因为创新的成本太高。

更大的无奈则是，万源企业正在申
报的糖尿病一类新药已经投入 8 年进
行研发，但审批过程还要起码五六年。

国外高技术企业 10年生存率仅为
5%～10%，国内这个比例更低，很多企
业死在创新的路上。
“我是有点‘一根筋’的，非要把这

件事做成，只要我能支撑得住，就不去
考虑成本和赚钱。”张晓崧认为，近 10
年中国创新环境没有明显改善，坚持创
新的企业多靠信念支撑。另一个不容忽
视的现实是当这些创业者从体制内走
出来时，他们的职称就停留在了离开时
的水平。张晓崧认为，由于体制制约，民
营企业创新基本上游离于国家创新体
系之外。

此外，成本制约、从众文化和企业
家自身素质，都决定了民营企业以技术
模仿为主，难以进行自主创新。

呼唤机会均等

尽管企业自主创新仍面对种种现实
困难，但技术因素在民企转型升级中所
起的作用日益显著。民营企业竞争力报
告显示，有 35.18%的企业在过去 3年中

实现了由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向技
术密集型产品，大体实现了升级换代。

美国中小企业局曾作过一项统计，
上世纪美国的 65项重大创新中，80%来
自中小企业。王红领对企业通过创新实
现转型升级很乐观，“企业创新受利益
驱动，是个自发过程”。
一些企业认为，国家的支持应该向

民企倾斜。而王红领则认为，民企寻求
政策或资金扶持，是一种弱势思维。关
键在于，“空间的释放是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决策，既易行，又是治本之策”。

报告强调，扩张民营企业发展空间
要警惕“国进民退”，同时应严格限定政
府作为的边界，杜绝政府行为企业化。

例如，各地普遍存在的城市投资开
发公司和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等地方性
国企，其业务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
竞争性运作实现的，从而使得当地越来
越多的项目、土地、工程和资金等资源
为此类企业通过行政手段所垄断，导致
民企丧失了均等的市场机会。
“创新环境正在逐步改变，但创新

环境的改善不一定能马上催生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忍耐一个等待期。”赵弘说。

本报讯（记者周熙檀）继中科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彭善池及
其团队的寒武系古丈阶“金钉子”研究
成果 2009年被国际地科联机关刊物
Episodes（《地质幕》）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后，该团队对寒武系江山阶“金钉子”
研究的综合文献性成果近日再次被该
杂志作为封面以及封底文章发表。

据了解，地质学上的“金钉子”，是
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位（GSSP）的俗称，是为定义和区别全
球不同年代（时代）所形成地层的全球
唯一标准。

2011年，该团队通过生物地层、
化学地层、岩石地层、旋回地层等多学
科研究，精确地确定了定义全球江山
阶底界的“金钉子”，并在国际地层委

员会多轮表决中通过，获得国际地科
联最后批准。

彭善池介绍说，“金钉子”的建立，
是地质科学上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研
究成果，所确定的划分地层的原则是
世界各国都要遵循的地层划分的国际
标准。

据悉，江山阶是我国科学家取得
的第 10 枚“金钉子”，在 2011 年成功
建立后，使我国一跃成为全世界“金钉
子”最多的国家，且该地位一直保持至
今。此前，中国、英国和意大利各有 9
枚“金钉子”。

对此，彭善池表示：“华南具有得
天独厚的地质条件，目前我国建立的
所有‘金钉子’都在早古生代的地层
中，并且均位于华南。”

中国“金钉子”
再登国际地科联刊物封面

首届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获“科普杰出人物奖”

民企创新：模仿中等待重生

与生态建设相结合
成地质科研新趋势

本报讯（记者甘晓）1月 21 日，记
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3 年工作会
议上获悉，努力推进科研与生态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将成为新时期地质科学
研究的趋势。

据地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
烈介绍，2012年，地科院在服务生态
文明建设上取得多项成果。例如，“华
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价”项
目顺利通过评审，组织开展浅层地温
能和地热资源、岩溶塌陷灾害、重要
能源基地水文地质环境等地质调查，

并助力云南抗旱找水。
据悉，未来，地科院有望在新型

矿产如核用硼矿资源勘查、浅层地温
能勘查和开发利用、荒漠化与石漠化
综合治理、环境地球化学污染修复、
地质公园建设等方面尽快取得突破。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科学研究
院之一，地科院在水文地质、岩溶地
质和工程地质研究中优势明显。2012
年，地科院科研总经费达 11.32亿元，
比 2011 年增长 21%，显示出其科研
实力不断增强。

“太原市中小学科普双百工程”中期成果展日前在山西太原十二中举办，数百件创意手工作品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

据悉，“太原市中小学科普双百工程”于 2011年 5月启动，由山西省科协和太原市教育局联合开
展，旨在推进太原市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教育的实施，激发中小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自活动开
展以来，已有 19所中小学校获得“优秀科普基地学校”称号。此次展会共收到 1600多件中小学生制作
的科技作品，涵盖航天、环保、生物、化学、地理等多个学科。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陈玉爱摄影报道

本报讯 1月 18日，由中国商业联合
会与中国商报社共同评选的“雅戈尔·
2012年中国商业十大新闻”在京发布。

据悉，此次入选的十大新闻包括：
扩大内需站上历史新起点、消费成拉动
经济第一引擎、降低流通费用政策贯穿
全年、网购交易规模屡创新高、零售业
整顿违规收费动真格、大商模式创新销

售突破 1310亿元、餐饮业增速创新低、
商业地产泡沫隐现、食品问题备受社会
关注、海峡两岸共建流通大市场。

据介绍，在经历了成本大幅上涨、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等考验后，我国流通
业在扩内需、促消费中取得了新成效，
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姜明表示，消费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从 2007年的 39.6%提高至 2012
年的 55%左右，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21万亿元，增长 14%左右。
“我们希望通过评选活动，勾勒出

中国商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描绘出中国
商业未来的新格局。”姜明说。

另据悉，当天还举办了中国商网全
新改版上线仪式。 （宗华）

2012年中国商业十大新闻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