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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黄艾娇）5 月 16
日凌晨 1 时许，伴随着“嘉庚”号科考船停靠厦
门通达码头，由同济大学主导的历时一月的南
海遥控深潜科学考察航次完成了预定的科考任
务，画上圆满句号。

“在这次科考中，我们在地质、生物和沉积动
力等方面获得了多项重要的科学发现，采集到了
一系列高质量的数据和样品，这也为深化‘南海深
部计划’的构造、沉积和生物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此航次首席科学家、同济大
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周怀阳说。

这也是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
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担任指导专家组组长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海深部过程演变”重大

研究计划组织的一次重要科考航次。
此航次 4 月 17 日在厦门通达码头启航，来

自于国内 9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涵盖地质、地球
物理、地球化学、生物等多专业的 22 位科学家
组成的科考团队，利用所租用的加拿大遥控深
潜机器人“ROPOS”，对从南海东北到中南部陆
坡的冷泉、海山和特殊沉积区高效地进行了 33
次科学下潜考察，水下时间累计 320 小时，单次
水下科学作业时间最长达 33 小时。累计航程
2600 海里，下潜最大深度为 3850 米。

“我们首次在南海海底发现古热液区，且采集
到古热液烟囱样品。这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科
学发现。”周怀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海
底古热液区分布有限、标志不明显，古热液区的寻

找和发现十分困难，至今，在深海发现的古热液区
数量也十分有限。此次在南海两座海山上各发现
一处古热液区，分别命名为“南溟”热液区和“楼
兰”热液区，其中，由富集古热液烟囱或热液沉淀
物丘构成的“南溟”热液区范围至少有 700 米长。

“相对于现代大洋扩张中心较新的热液活动，
这次南海海底古热液区的发现和研究，对金属成
矿及其后期风化富集过程研究、深部生物圈探索、
潜在金属资源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周怀阳说。

据悉，此次科考成果丰富，包括新发现一处
在南海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底铁锰结核区；发现
水深 600 米以下的海山绝大部分都有火山岩出
露；发现了一处深海罕见的、位于 1500 米水深
海山上的壮观的火山岩柱状节理构造等。

南海遥控深潜科考航次收获满满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
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
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
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
产新突破。

———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2014 年 5 月 9 日 ~10 日），《人
民日报》2014 年 5月 11日

学习札记

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
划纲要（2008~2020年）》，2020年我
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5400
亿公斤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从
一个科技工作者角度考虑，我想结
合近十年提出与实施的“渤海粮仓
科技示范工程”谈几点体会。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且一半
以上为中低产田，是粮食增产的新
空间。继中国科学院黄淮海平原中
低产田治理之后，我们瞄准了环渤
海低平原区 5000 万亩的新空间

（包括 4000 万亩的中低产田和
1000 万亩可开垦的盐碱荒地），预
计经过改造有 50 亿公斤粮食的增
产潜力。

针对环渤海区淡水资源匮乏
和土壤瘠薄盐碱两大制约因素，我
们开发了耐盐小麦玉米品种、微咸水灌溉和使
用微生物有机肥改良盐碱土等技术措施，受到
当地农民和政府的欢迎。据此，2013 年国家启
动实施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2016
年工程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进。

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到 2017 年增产
粮食 30 亿公斤，2016 年已增产 25 亿多公斤，
增效 30 多亿元，将按期完成任务。通过项目实
施，培育带动了种业、畜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
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发展，变粮食生产为粮食产
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通过渤海粮仓的实践，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和“在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
间、培育新优势”的深刻含义，进一步增强了我
们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的信心、主动性和使
命感。 ———李振声

李振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小麦
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

融会贯通

中国以不到全球 9%的耕地和 6%的淡水资
源养活了全球近 21%的人口。“十二五”期间，我
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但是这样的发展主
要靠的是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农药化肥的高强度
使用，农产品科技含量普遍偏低。要改变中国粮
食产业的这个现状，必须依靠“科技兴粮”。只有
依靠“科技兴粮”，才能突破农业资源约束，进一
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只有依靠“科技兴
粮”，才能充分利用粮食资源，进一步提高粮食
储存、物流和加工的现代化水平；也只有依靠

“科技兴粮”，才能健全现代粮食市场以及物流、
储备体系，进一步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

要实现“科技兴粮”，就得把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作为粮食科技工作的核心。首先，要加强
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在关键技术问题上能取
得突破，在成果转化应用中能获得实效。其次，
重视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强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与科技服务结合起来。同
样不能忽视的是，探索“科技兴粮”的发展之路，
离不开高水平的农业科技队伍。因此，还需要努
力构建良好的粮食科技人才工作环境，建设和
完善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管理制度。

（本报记者胡珉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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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记者甘晓）今天，
由中国科学报社与美国细胞出版社共同主办、
中科院微生物所联合主办的 2018 年“中国科学
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动———细胞出版社 2017
中国年度论文、年度机构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揭晓的 2017 中国年度论文共有五篇，
分别是：以闫创业、施一公为通讯作者的《人源
剪接体的原子分辨率结构》，以彭吉润、张泽民
为通讯作者的《单细胞测序全景刻画肝癌浸润
T 细胞》，以陈学伟为通讯作者的《一个转录因
子的天然变异赋予水稻对稻瘟病的广谱抗
性》，以曹雪涛为通讯作者的 《甲基转移酶
SETD2 分子直接催化 STAT1 甲基化修饰对于

干扰素抗病毒效应起关键作用》，以章晓辉为
通讯作者的《特异的抑制性细胞环路分别驱动
大脑皮层生成 β 和 γ 频段神经振荡电活动》。
获评 2017 年度机构的研究单位分别为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
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

此次评选基于《科学新闻》杂志“2017 中国
科学家与 Cell Press”特刊。该特刊收录了 177 篇
2017 年发表在《细胞》杂志及子刊中以中国内地
机构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高水平科研论文。中国科
学报社作为第三方，通过特邀专家评审、结合数
据分析，在特刊入选论文中遴选出年度论文，并
综合各研究机构在细胞出版社发表论文数量及

国际影响力，遴选出年度机构。
2017 年，以中国内地机构为第一完成单位

在《细胞》及其子刊上发表的论文共有 179 篇，
比 2016 年增加了 35 篇。有 70 家单位作为第一
完成单位发表论文，比 2016 年增加了 15 家。其
中，中国科学院发表论文总数最多，共 47 篇，占
研究机构发表论文总数的 26.3%。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
辑赵彦在致辞中表示，2017 年中国生命科学原
创性科研成果呈跨越发展态势，高水平论文数
量快速提升，这些均表明中国研究者正逐步走
向世界生命科学舞台的中央。

美国细胞出版社大中华区代表、《细胞》代

常务副主编、《癌细胞》常务副主编杨晓虹认为，
此次评选活动在学术期刊和科学家之间搭建
起一座沟通桥梁，希望将来与中国科学报社通
力合作，共同打造更丰富多彩的科学盛宴。

本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中科院微生物研究
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俊雄指出，多年来该所在生
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与中国科学报社、美国细胞
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希望三方继
续携手合作，共同谱写生命科学的新篇章。

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张玉国表示，
很高兴看到中国科学报社与细胞出版社再次
牵手合作，让中国生命科学领域优秀的研究成
果走向世界。

细胞出版社2017中国年度论文/机构揭晓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16 日上午视察军事科学
院，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事科学院第八
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军事科
学院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军事科
学是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持面向战
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坚持理技融合、研用结
合、军民融合，加快发展现代军事科学，努力建设
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

军事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科研
机构，几十年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军事科学院
进行了重塑，习近平去年 7 月向重新组建的军事
科学院授予军旗并致了训词。

9 时 15 分许，习近平来到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考察相关科研工程进展情况。看到
不少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习近平很高兴，勉
励大家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离开军事医学研究院，习近平来到军事科学
院机关。习近平对科研人才高度重视，他特意看
望了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两院”院士，关切了解
他们的工作情况。习近平指出，你们是党和军队
的宝贵财富，我一直惦念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
成果、带好队伍，为强军兴军作出更大贡献。习近
平叮嘱有关部门要充分尊重人才、关爱人才，扎
实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用才工作，不拘一格降
人才，打造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方阵。

一幅幅展板、一件件实物，集中展示了军事
科学院的科研成就。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
足询问，详细了解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对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习近平听取军事科学院工作汇报，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军事科学研究具有很强
的探索性，要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
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军事理论创新、国防
科技创新、军事科研工作组织模式创新，把军事
科研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扭住战争和作战问题推
进军事理论创新，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
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不断开辟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新境界。要打通从实
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让军事
理论研究植根实践沃土、接受实践检验，实现理
论和实践良性互动。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巩
固和加强优势领域，加大新兴领域创新力度，加
强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孵化孕育。要坚持
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加快自主创新步
伐，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要坚持聚焦实战，抓

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使科技创新更好为战
斗力建设服务。

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军事科研领域政策制度
改革，形成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把创新活力充
分激发出来。要深入研究理论和科技融合的内
容、机制和手段，把理论和科技融合的路子走实
走好。要坚持开门搞科研，加强协同创新，加强军
民融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军事科研
工作大联合、大协作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最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
各级党组织搞坚强，把党的领导贯穿军事科研
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加强科研作风建设，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营造良好风气。各级要主
动靠上去解决实际困难，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李宣良 王逸涛）

习近平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强调

努力建设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5 月 14 日下午，朝鲜劳
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带领朝
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赴中科院参观“率先行动 砥
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主持座
谈会，并代表中国科学院对参观团的来访表示
欢迎。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杰向参观团
介绍了中科院基本情况以及在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朴泰成对中科院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座谈会后，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

向参观团介绍了成果展的相关内容。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亚军，中国科

学院国际合作局、科学传播局、文献情报中心相
关负责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相关负责
同志出席座谈并陪同参观。

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参观中科院“率先行动”成果展

■本报记者 李晨阳

5 月 12 日，张小浣（化
名）打开熟悉的疫苗预约系
统时，看到的却是一张紧急
通告。通告称，由于药厂突
然停止供货，所有已经预约
9 价宫颈癌疫苗的客户将被
自动即时取消。

11 日晚些时候，9 价疫
苗在香港市场全面断供的
消息在微博上迅速传开。在
香港现代医疗、美兆集团、
仁和集团、仁建医学中心等
机构预约了疫苗注射的内
地客户陷入愤怒和惊慌。

疫苗库存告急
客户维权遇阻

“得知这个消息，我当
时就蒙了。”张小浣说。

张小浣是在广州市工
作的白领。去年 12 月，她
在香港现代医疗控股有限
公司旗下的香港疫苗站支
付了 9 价宫颈癌疫苗三针
的全款，共计 5500 港币，
同时接受了第一针疫苗的
注射。

在她身边，选择赴港注
射宫颈癌疫苗的女性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 9 价宫颈
癌疫苗尚未在内地获批上
市，另一方面，微博及知乎等
网站上的科普文章，也给了
她们了解并决定接种这种疫
苗的契机。在网上，可以轻易
搜索到大量“去香港打宫颈
癌疫苗”的攻略文章。

目前 9 价宫颈癌疫苗
由美国默沙东药厂独家生
产。早在今年 4 月，药厂就
已经发布了该疫苗在 2018
年短缺的预警提示信息；5

月 11 日进一步建议接种单位推迟第一针的预
约接种，提前做好二、三针疫苗的库存预留。但
有证据显示，直到 5 月 12 日，仍有机构继续将
第一针疫苗推销给消费者。

9 价疫苗的三针成分完全相同，这也让消费
者怀疑机构存在违规操作。“他们是不是不管库
存多少，都尽量招徕更多的预约注射者？把原本
应当作为第二针第三针注射给老客户的疫苗，
都当作第一针打给了新客户？”张小浣追问。

面对缺货危机和公众质疑，香港现代医疗
14 日中午发布公告，称 5 月已预约客户，或者针
卡信息是 5 月份但未预约客户，均可正常打针。
但 6 月 1 日及之后预约的客户，还须等待进一步
通知。其他数家机构也尚未拿出令消费者满意
的答复。

截至发稿，《中国科学报》记者多方联系香
港现代医疗未果，只得到微信官方账号答复：

“正在积极跟药厂沟通，一些方案暂未确定。”

专家建议接种机构亡羊补牢

对于像张小浣这样被强制取消注射的客户
来说，她们不仅对疫苗接种机构的失信行为表
示不解，更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感到担忧。

据官方建议，9 价疫苗应当在半年内打完，
最多不宜超过一年。《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
访多位专家，均表示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注
射全部三针疫苗，虽然没有安全方面的风险，但
免疫效果势必会打折。 （下转第 2版）

5 月 16 日，由中铁七局承建的蒙华铁路晋豫段唯一一个双线穿越Ⅵ级（最高等级）围岩的隧道———五
原隧道贯通。这是蒙华铁路晋豫段首个贯通的控制性隧道工程，标志着蒙华铁路在打通晋豫“咽喉”上取得
重要进展。五原隧道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隧道全长 2457 米，单洞双线。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