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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洁尉通讯员谢思佳、
陈锡强）2月 2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
穗召开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暨全省科技
工作会议。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
丹在会上要求：广东将率先建成创新型
省份，力争通过 3~5 年，全省创新型经
济规模超过 3万亿元，占国民经济生产
总值 50%以上。

朱小丹指出，今后 5年是广东省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攻坚时期，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广东的冲刺阶段。广东科技工
作必须紧紧围绕主题主线和“三个定
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在全国率先建成
创新型省份，成为全国创新型区域、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亚太地区重要
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走出一条
具有广东特色的自主创新新路子。

据介绍，2012 年度有 280 项成果
分别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一、

二、三等奖，会议表彰了获奖单位和个
人。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有
5 项成果获得一等奖，是获一等奖最
多的一年。

其中，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完
成的“南海及邻近海域藻华形成演变过
程机制与遥感监测方法”对认识南海生
态环境过程，对我国维护海洋权益、发
展海洋经济、加强海洋管理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和实用价值。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所周顺桂
等完成的“城市生活污泥资源化利用技
术及装备”针对我国污泥处理工艺设备
落后、技术模式单一、二次污染严重等
突出问题，研发了生物化学调理、保氮
固氮、重金属原位钝化等污泥安全利用
预处理与二次污染控制技术；发明了污
泥生物化肥、生物碳化、生物发电等资
源化技术；开发出污泥生物有机铁肥、
土壤调理剂、轻型营养栽培基质、生物

炭肥及生物电能等高附加值的绿色环
保食品等。

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
（简称“两院”）院长黄宁生表示：获奖集
中在传统的生物、能源等领域，说明“两
院”这方面基础雄厚；获奖者多是年轻
科学家，说明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创新
推动了发展；此外，一等奖获得者中有
女科学家，说明“两院”中女科学家开始
崭露头角。

简讯

美国 Norman Farnsworth
卓越研究奖首颁中国人

本报讯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教授果
德安日前荣获美国植物药委员会 2013
年度 Norman Farnsworth 卓越研究奖，
以表彰他“在中草药化学和分析研究领
域所做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
和发表的大量论文”。
该奖是美国植物药委员会 2006 年

设立的最高荣誉奖。委员会每年在全
球遴选一位植物药或传统药物研究领
域作出杰出成就的专家学者授予该
奖。

作为获得该奖的唯一亚洲和华人
学者，果德安主要从事中药质量标准研
究，他构建了中药复杂体系“化学分
析—体内代谢分析—生物学分析”三
位一体的系统分析方法学体系，解决
了中药质量整体控制的方法学问题，
完成的 8 个中药标准收载入 2010 年
版《中国药典》，被美国药典会认定为
今后中药标准收入美国药典的典范和
模板。 （黄辛）

我学者关于深圳湾生态论文
广受国际关注

本报讯 2月 25日，记者从中科院
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研究员任海近日
接到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
ing（《景观和生态工程》）主编的邮件，其
与合作者 2011年发表在该杂志的《华
南深圳湾的湿地变化及红树林恢复规
划》一文，被列为该杂志 2012 年下载率
最高的五篇论文之一。
据介绍，任海等的上述论文通过卫

星图像，定量描述了深圳湾过去 30 年
间红树林、滩涂和基围鱼塘面积的变
化。

为了实现深圳湾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最大化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作者还
提出了整个深圳湾的生态系统恢复与
保护完整性规划，该规划已被深圳市相
关部门逐步实施。 （李洁尉周飞）

天威中标
我国西部首个核电站项目

本报讯 河北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日前成功中标我国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中广核广
西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 2×1000MW
机组配套使用的 7 台 400MVA/500kV
单相升压主变压器。

防城港核电站是我国在西部地区和
少数民族地区开工建设的首个核电项
目。一期工程建设两台单机容量为 108
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计划 2015年
初第一台机组建成投入商业运营。

（高长安 梁敏薛军）

中国首个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机制实施

据新华社电 2月 圆缘日，中国首个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郧耘孕）机制在内蒙古库
布其沙漠实施。

郧耘孕旨在建立一套与国内生产总值
（郧阅孕）相对应、能够衡量生态良好的统
计与核算体系。通过计算森林、荒漠、湿
地等生态系统及农田、牧场、水产养殖场
等人工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来衡量和
展示生态系统状况。 （于文静）

广东召开科技奖励大会
广东“两院”5项成果获一等奖

山东佛教刻经拓片展台北开展

姻本报见习记者 孙爱民
谈到从几万米的太空收集太阳能发

电，有人觉得不可思议。高昂的设备装置
费用、难以解决的电力传输问题、对人类
活动的影响等等忧虑，让人觉得这个想
法有点异想天开。
然而，包括欧美、日本在内的发达国

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空间太阳能发电的
研究与产业发展。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国
几位研究该领域的院士专家，为公众揭
开这一技术的面纱。

或引发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

“发展新能源是大势所趋，其中太阳
能和核能有望成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中
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葛昌
纯表示，由于建立核聚变发电站涉及安
全可靠性、核废物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空
间太阳能发电在技术上更有可能在 20
到 30年内实现商业化。
空间太阳能发电技术是指在距离地

球几万米的太空布置太阳能发电装置，
并利用微波或激光等无线传输手段将电
传送到地面。

3.51———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余

梦伦给出的空间太阳能发电与地面太阳
能发电的效率比。“在太空中没有阴雨天
也没有晚上，不会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除去每年有几个小时会受卫星、地球等的
遮挡外，其他时间可以实现全时段发电。”
余梦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欧洲空间能源集团首席技术官徐
枫在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上提出，大
规模收集和利用太阳能（包括利用空间
太阳能）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能源供应途
径，最终将促使未来人类文明的巨大跨
越。
“将空间太阳能实现商业化的背后

有一系列科学难题需要解决。”葛昌纯告
诉记者，“人类在开发过程中带来的技术
进步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

不断拉大的中外差距

“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能源消费大国，然而空间能源技术不论
是在科技界还是政策制定者那里，都没
得到应有的重视。”葛昌纯担心，我国空
间太阳能发电研究本身就起步晚，如果
再不将优势科研力量集中起来，跟国际
先进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据了解，美国在卡特总统当政时，
对空间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支持达到高
峰，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美国宇航局
启动的“空间太阳能探索性研究和技术计
划”提出了该国的发展路线图，为 2030年
的商业系统研制奠定了基础。
日本在 2003年提出了“促进空间能

利用”国家计划，目标是在 20到 30年后
实现空间太阳能发电商业化。“2009年，
日本航天开发局宣布已开始开发太空太
阳能发电系统，该系统将从离地球表面
以外 3.6万千米、与地球旋转同步的卫星
上的大型太阳能收集能源。”葛昌纯告诉
记者。
“我国上世纪就有科学家注意到这

一技术，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研究进
展很慢。”葛昌纯感慨，“2012年 3月份召
开的国际空间太阳能电站工作组第一次
会议上，13名科学家没有一名是来自中
国的，足见我们跟国外的差距有多大，而
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期待列为国家重大项目

在一次空间太阳能技术研讨会上，
一位四川发展改革委的官员对葛昌纯
说：“欧洲已将空间太阳能发的电卖到四

川，还给我们很多的优惠，我们却连这种
电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再不奋起直追、加大对空

间太阳能发电技术的研究，这一战略新
兴产业与国外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市
场早晚会成为别人的。”葛昌纯表示。

作为一名航天专家，余梦伦更加专
注空间太阳能发电设备的空间运输问
题。“要实现空间太阳能发电与地面太阳
能发电的成本持平，运用火箭的运输费
用至少要降至每公斤 1千元人民币。”余
梦伦告诉记者，目前运输的费用是每公
斤五六万元，未来能实现每公斤 1千元
的目标，“但前提是要加大研究的投入，
没科研就不可能有进展”。
“空间太阳能发电是一个宏伟的空

间和地面工程，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技术
领域，如空间运输、航天器设计、微波技
术、激光技术、材料技术等。”葛昌纯表
示，对于我国而言，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
的战略机遇已经来临。

据葛昌纯介绍，目前我国在空间太
阳能发电技术方面尚没有重大项目。“我
们期待国家将其尽快列为科学发展规划
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增大项
目支持，早日实现空间太阳能发电的商
业化。”

向太空要“终极能源”

本报讯（记者丁佳）2月 25日，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联合电信运营
商、主要互联网企业、制造企业以及相关
科研单位和组织共同发起组建的“宽带
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工信部副部长尚冰说，宽带作为
21 世纪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已全面
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
为推进“四化”协同发展、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基石。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宽带发展问
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
纲要中都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
要求和部署。

尚冰认为，“宽带发展联盟”的成立
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他希望联盟能加强
组织协调，不断会聚各方力量，成为产业
界沟通交流平台；发挥专家优势，积极献
言献策，成为政府决策智囊平台；同时不
断拓展思路、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成为推

动行业转型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据悉，“宽带发展联盟”目前下设政

策规划、技术创新、产业推动三个工作组
开展宽带推进工作。联盟将通过搭建政
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促进宽带产
业链相关方的合作和交流，为我国宽带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构建
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从而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
科技和社会发展。

宽带发展联盟在京成立

2月 25日，观众在台北举办的山东佛教刻经拓片展上欣赏峄山妖精洞经文拓片。
当日，山东佛教刻经拓片展在台北市华山创意文化园区开展，展示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带来

的 13幅闻名于世的刻经拓片，包括幅宽 22米的泰山经石峪刻经拓片、高达 17米的铁山《石颂》、东
平洪顶山《大空王佛》等经典作品，吸引众多台湾民众前来观赏。 吴景腾摄（新华社供图）

我国遥感成像探测技术
获重要突破

本报上海 2月 26日讯（记者黄
辛）记者今日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获悉，由该所研究员王建
宇领衔完成的“多维精细超光谱遥
感成像探测技术”将应用在探月工
程嫦娥三号月球车上，这表明我国
遥感成像探测技术获重要突破。

据介绍，该成果已先后应用在
载人航天目标飞行器、“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重大专项和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的基础建设中，引领了我国
航空遥感系统多传感器集成技术
的发展。

光学遥感成像是当前航空航天
遥感和测绘领域最主要的技术手
段，超光谱成像和三维成像技术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王建宇团队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多维精细超光谱遥感

成像探测技术及系列解决方法，发
明了以“主被动同步采集 +多维度
信息融合 +时空维信号增强 +多手
段精细分光”为特色的多维精细超
光谱遥感成像探测技术，在各项指
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的前提下，解
决了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
高辐射灵敏度和宽视场遥感信息同
时获取的世界难题；将高分辨率超
光谱遥感成像和三维激光测高有机
结合，实现被测目标光谱和三维空
间信息准确匹配，同时获取空间三
维、光谱及灰度五维信息。

目前，多维遥感集成系统已先
后在遥感制图、铁路勘探、考古探测
以及海洋、核电站排水、农业、城市
安全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并出口
马来西亚，经济效益达 5.59亿元。

毛竹基因组测序完成
本报讯（记者潘锋）2月 24日出

版的国际权威生物学杂志———《自
然—遗传学》在线发表了由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国际竹
藤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
中心等共同完成的“毛竹基因组序
列”研究论文。项目科学顾问、农业
部副部长李家洋指出，这一研究为
毛竹及其他竹类作物的生物学研究
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具有巨大
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竹是具有最高生态和经济价
值的禾本科竹亚科植物，具有非常
独特的生物学特点。我国有毛竹林
面积 386万公顷，占全国森林面积
的 2%。在科技部、财政部等的支持
下，从 2008 年开始，我国启动毛竹
基因组测序和相关研究。

研究发现，毛竹基因组包含超
过 20 亿个碱基对，是水稻的 4.5
倍，高粱的 3 倍，与玉米相当。该项

目采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毛竹进行全基因组随机测序，获得
了相当于毛竹基因组 150 倍覆盖
率的原始序列，组装出覆盖基因组
95%以上区域的高质量序列草图，
揭示了 60%的毛竹基因组为重复
序列所覆盖。

同时，研究人员还对毛竹主要
组织进行了深度的转录组测序，注
释出近 32000个高度可靠的毛竹基
因，约占毛竹基因总数的 90%。由此
建立的基因表达谱，覆盖了毛竹大
部分的自然生长阶段，其中包括了
非常少见的毛竹开花时期的基因表
达数据。

该论文审稿人认为：“毛竹基因
组测序的完成必将引起科学界的广
泛兴趣，对包括竹类植物在内的一
系列重要物种的基因功能、分子育
种、物种进化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
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混合导体透氧膜
实现低温稳定运行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近日，中科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
慎与副研究员朱雪峰在低温稳定混
合导体透氧膜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
新进展，相关成果以快讯形式发表在
德国《应用化学国际版》（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上。

混合导体透氧膜在氧气分离技
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分离选
择性高、能耗低、过程简单、设备投
资小等，不仅可用于小规模制氧，更
适合大规模制氧。混合导体透氧膜
技术可与众多重要化工过程集成获
得更高的氧气分离效率，如：煤气
化、钢铁冶炼、垃圾焚烧、选择催化
氧化等。

但是，高操作温度 （800℃
~1000℃）带来的高温密封难题以及
对耐高温氧化钢材的依赖已经成为
限制透氧膜技术发展的瓶颈。因为
在低温下运行膜组件不仅可降低膜

组件成本和克服高温密封的难题，
还有利于大幅降低氧气分离能耗。
但是众多实验研究表明，混合导体
透氧膜在低温区间渗透通量会随时
间快速衰减，现有的机理并不能解
释所有膜的衰减现象。

该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膜
材料中痕量硫杂质（< 20 ppm）在氧
化学势梯度下会定向迁移至膜的渗
透侧富集，从而导致膜表面氧交换
速率下降和渗透通量衰减的现象，
并提出了硫杂质迁移的输运机理。
根据该衰减机理，首次提出了简单
且广泛适用的解决方法，实现了膜
在低温区间的长时间稳定运行。上
述研究成果有望显著推动透氧膜技
术的发展以及解决其在众多重要化
工过程中的实际应用。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
室相关项目的资助。

3.5∶1———这是空间太阳能发电与地面太阳能发电的效率比。欧洲已将
空间太阳能发的电卖到四川，但很多中国人却连这种电怎么来的都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