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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即将“开算”

简讯

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据新华社电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
我国宣布建立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

领导下，研究、指导金属非金属矿山整
顿关闭工作，协调有关重大事项，提出
政策建议；制定工作计划和阶段性任
务，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组织
开展联合执法活动；研究金属非金属
矿山安全生产标本兼治的措施，推动
解决有关问题。
联席会议由安全监管总局、发展改

革委、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环保部、工商总局、电监会等 9个部
门组成，安全监管总局为牵头单位。

中医药更多纳入公共卫生服务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推动更
多中医药项目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据介绍，我国今年将落实好已列入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中医药
健康管理项目，制定技术规范，加强考核
评估。同时，继续推进“治未病”健康工
程，强化技术指导和规范管理，进一步完
善中医药参与重大疾病防治与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推进中医医疗机构
应急能力以及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
病应急体系建设。 （潘锋）

中国第 29次南极科考队
抵中山站附近二次卸货

据新华社电 经过 员天的冰情调查，
2月 源日起，中国第 圆怨次南极科考队中
山站第二次卸货工作正式展开。
据考察队领队曲探宙介绍，此次卸

货的主要任务是将中山站建设需要的挖
掘机、装载机和一些建筑材料运至中山
站，同时中山站的垃圾和机械设备等也
要被运上“雪龙”船并运至国内。
目前中山站度夏科考任务正有条不

紊地开展，新越冬宿舍楼和发电栋的外
装已基本完成。 （徐硙)

姻本报记者 龙九尊
近日，贵州科技厅网站出现一条通

告：“贵州省毕节市钰翔电子产品有限公
司 2012年承担的贵州省火炬计划‘载重
汽车全自动刹车喷水器产业化’项目，现
决定终止项目，项目经费收回。”
钰翔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钰翔公司”）承担项目时的豪情壮志———
项目执行期内完成销售收入 2100万元，
最终伴随着这纸通告灰飞烟灭。
这个中途流产的科技产业化项目背

后，是一场持久的纠纷。

纠纷中立项

早在 2012年 11月初，网上就出现
了一封针对钰翔公司的实名检举信，检
举人为尹菊。
这封检举信称，钰翔公司在申报贵

州省 2012年火炬计划时，除公司名字和
专利是真实的以外，其余填报的资料都
是假的。此外，该公司正在挪用这笔科技
专项资金。
记者日前拨通了检举信上留下的手

机号码，接电话的是尹菊的丈夫孙先生。
孙先生告诉记者，尹菊是“载重汽车

全自动刹车喷水器”的专利权人，最初入

股 5万元成为钰翔公司的股东。
记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

发现，尹菊的这项技术属于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授权书称，该喷水器可以自动开启和
关闭刹车喷水、自动检测轮毂的温度，检测
水箱的水位，适于载重汽车上使用。

孙先生说，贵州现在到处在搞开发
建设，需要大量的运输车辆，该技术应该
非常有市场。2012年，钰翔公司向贵州省
科技厅申报科技火炬计划，拟借助国家
科技经费将“载重汽车全自动刹车喷水
器”产业化，其目标是“项目执行期内完
成销售收入 2100万元”。

2012年 7月 23日，贵州省科技厅在
官方网站上对 2012年度火炬计划拟立项
项目进行公示。最终，钰翔公司项目获得立
项，并且得到了 30万元的专项经费。

不过彼时的钰翔公司并没有喜笑颜
开，一场纠纷已经于几个月前开始。

法庭上拉锯

据孙先生介绍，2012年 4月，尹菊在
查账时发现钰翔公司其他四名股东把注
册资金抽走了，对此“感到非常生气”。纠
纷于此开始。
记者通过贵州工商系统内部人士查

询了该公司的注册信息，被告知“查询不

到”。而孙先生提供的钰翔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书显示，企业法人为李玉祥，有效期为
2010年 12月 2日至 2014年 12月 2日。

2012年 6月，尹菊将钰翔公司告上
法院，她提出两点诉求，一是归还注册资
金，二是解散钰翔公司。
“这是诬陷。”对于尹菊指控钰翔公

司其他股东抽逃注册资金、挪用科技专
项资金一事，李玉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
话采访时表示。
至于尹菊一方将其告上法院出于何

种原因，李玉祥表示：“法庭上他们提出
什么理由，我也不知道。”
李玉祥称，最初的协议是把尹菊的

专利技术拿过来开发，但是“尹菊他们撕
毁了协议”。
孙先生告诉记者，尹菊最初入股钰

翔公司时，并没有将专利技术“载重汽车
全自动刹车喷水器”评估作价入股。这一
点得到了李玉祥的证实。
目前，法院一审对该案作出判决，尹

菊一方败诉。不过，尹菊一方对判决结果
表示不服，孙先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他们已经提出上诉。

项目终流产

目前法院的终审结果还悬而未决，

不过项目流产却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2013年 1月 11日，贵州省科技厅发

出通告，决定终止钰翔公司的这一科技
项目，并且收回项目经费。
“这个项目产业化的基础已经不存

在了，所以我们决定终止这个项目。”贵
州省监察厅驻省科技厅监察室的一位人
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他说，在这个项目中，技术方已经不

同意钰翔公司使用她的技术，因此产业
化的根本基础就不存在了。“我们是据此
来作的决定，我们不介入他们具体的纠
纷。”
该人士说，随着贵州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市场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另
一方面，贵州正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因
此，近年来科技项目申报数量越来越多。
一些新情况也随之出现。
“主要是知识产权出现异议而导致

项目终止。”该人士说，虽然这样的案例
很少，“一年才两三件”，但是集中反映
出项目在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上存在
纠纷。
“我们不愿意看到项目终止。我们希

望项目能够实施好，能够推动贵州的科
技进步。”为此，该人士提醒说，项目初期
一定要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合作
双方都应该尊重契约。

一个产业化项目流产背后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日前从中
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悉，该所
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唐功利
课题组在抗肿瘤抗生素谷田霉素的生
物合成研究中，发现了一类独特的糖
基水解酶。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据介绍，谷田霉素是一类高活性
的 DNA烷基化试剂，其生物活性源
于分子与 DNA双螺旋的小沟中富含
AT区域的识别，进而三元环活性中
心对腺嘌呤 A 碱基发生 DNA 烷基
化修饰引起 DNA链断裂。研究表明，
该家族化合物不仅可对游离的 DNA
双螺旋发生烷基化修饰，还可高效地
对核小体颗粒中的 DNA进行烷基化
修饰，甚至是几乎全部被组蛋白包围
的 DNA。因此，这类化合物的产生菌
如何保护自身的 DNA、如何避免烷

基化损伤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此次研究人员通过体内基因敲

除、互补、异源表达及体外生化研究，
发现了第一例来源于微生物次级代
谢的糖基水解酶参与的碱基剪切修
复机制。其生理功能是参与谷田霉素
的自身抗性机制，从而保护产生菌免
受这一高活性 DNA烷基化剂自身的
伤害。

同时，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同源
建模方法模拟了酶—化合物—DNA
的三元复合物结构，并对参与识别的
关键氨基酸残基进行了研究，揭示了
参与产物释放的关键疏水空腔对酶
功能的影响。

专家表示，发现新的自抗性机制
对于理解自然界微生物与抗生素间相
生相克的本质、抗性的进化与获得以
及发现新的抗生素均有积极意义。

抗生素生物合成发现
新自抗性机制

单点统计模型可推算
北京 PM2.5浓度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劲峰研
究团队近日提出用单点统计模型
（SPA）估测一个地区每日 PM2.5浓度。
该研究基于北京美国大使馆单点每日
PM2.5监测值与北京市环保局在全市
18个点的 PM10监测值，利用 SPA模
型推算出从 2010年 12月 7日到 2011
年 12月 6日一年间北京 PM2.5污染
情况。研究结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公共
科学图书馆·综合》。

2012年年初，北京市尚没有公布
官方 PM2.5监测数据。北京美国大使
馆监测数据显示，统计期内，PM2.5
日质量浓度变化范围在每立方米 4～
487微克之间，年平均浓度为每立方
米 98.85微克。

王劲峰认为，美国大使馆一个单
点的观测值远不足以代表北京市大面
积平均状态。为此，他们基于北京美国
大使馆单点每日 PM2.5监测值，以北
京市区均匀分布的 18 个 PM10 监测
点值为辅助变量，利用这些辅助变量

与观测对象 PM2.5 之间的时空协同
性，推算出北京市 PM2.5每日全市平
均值。计算结果显示，统计期内北京市
PM2.5值为每立方米 64.78微克。

为进一步验证 SPA 模型的区域
推断精度，研究组根据北京市此后公
布的城区内 18个站点的 PM2.5监测
值，利用其中任意一个站点的 PM2.5
监测值，运用 SPA模型推算出 PM2.5
北京市区每日平均值，与北京市区真
实值（18个站 PM2.5泰森多边形加
权平均值）比较，显示出 SPA估算模
型的可行性。

王劲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18个 PM10监测点作
为辅助变量，与模型中虚拟的 18个
PM2.5 监测点作为目标变量之间在
直线距离、天气、环境影响等方面都
是一致的。如果说，研究还存在其他
误差，那是因为 PM10与 PM2.5的物
质来源不同，但这种误差在相当程度
上已被模型中的目标变量和辅助变
量之间的时空关联系数矩阵所纠正。

近日，一辆蓝白相间的新能源电动机车———“蓝天”号，在西南交通大学铁道专用线上徐徐开动，
标志着我国第一辆氢燃料电池电动机车研制成功。

据悉，“蓝天”号是以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陈维荣为首的科研团队，经过近 4 年的努
力研制出的 150千瓦燃料电池电动机车。与传统电力机车、内燃机车相比，燃料电池电动机车具有清
洁、环保、高效等优势。 本报记者温才妃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 通讯员温来
升）近日，位于中科院怀柔科教产业园内
的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竣工建成，进入
设备安装和后期调试阶段，今年 6月将
对外提供超级云计算服务。到今年年底，
其运算能力将达每秒 500万亿次到 1000
万亿次，取代目前对外提供超算服务的
中科院超级计算中心深腾 7000 高性能
计算系统。

“超算中心运算能力为适应大型服
务器的布设而设计。未来这里将有一台
台冰箱大小的服务器机柜，6 月对外提
供超级云计算服务。”北京超级云计算
中心运营实体———北龙超云公司总经
理吕海峰介绍，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是
北京市政府和中科院合作共建的重大
项目，未来将为工业设计、文化创意产
业、科学教育、公共管理和电子政务提

供超算和云计算服务。根据协议，超算
中心一期计划投资 1.2 亿元，建设规模
为 17000平方米，其中超级云计算机房
8500 平方米，先期建设为 1000 万亿次
的超级计算系统。

目前，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的运营服
务实体已分别与中科合成油、长城华冠、派
特森、英华高科、新线科技等用户单位签署
服务合作协议，年内将“开算”。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通讯员熊江）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获悉，该所对云南特有种———富民枳
这一珍贵的柑橘育种种质资源迁地
保护成功，为富民枳的回归引种和种
群重建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芸香科枳壳属只有两个
中国特有种：枳、富民枳。枳原产于中
国中部；富民枳则于 1984年在云南省
富民县首次被发现，为云南特有种，也
是珍贵的柑橘育种种质资源，它的果
实可做枳壳的代用品入药。

自 1993年以来，昆明植物所不断
开展富民枳的迁地保护研究。目前，该
所已在昆明植物园成功迁地保护富民
枳 8株。其中 5株于 2008年开花，两
年后结果，2012年结果达 30多个。不
过，果实种子较少，仅采得 200 余颗。
该所将在今年培育富民枳苗木。

据悉，富民枳已在原产地绝灭，
属野生绝灭类群。现仅在原产地附近
的村庄栽培 1株，昆明植物所栽培 8
株，富民县农业局茶桑果站种植园内
栽培 10株。

富民枳迁地保护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