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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含巨大商机

院士之声

古人早已走出非洲
中国考古证据将时间前推27万年

本报讯（记者王方）7 月 10 日晚，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在纽约发布了 2018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GII），中国创新排名全球第 17 位。这是自 2007
年该报告发布以来，中国首次闯入全球前二十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表示，中国的表现是今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最为突出的内容。中国是唯一一个进入全球创
新指数前 20 名的中等收入国家，我们正在见
证着中国非凡的发展。

报告展示了中国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成绩，
其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绝对值排名全球
第二。从创新产出方面来看，中国是专利申请
最多、科技出版物最多以及科技工作者和研发
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
办事处主任陈宏兵表示，中国创新数量和质量
均有良好表现，创新效率也很高。

报告还关注了国家以下层面的州省、地区或
城市有关创新表现的评估和监测。大多数科技集
群集中在美国、中国和德国，中国以 16 个集群的
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二。深圳—香港、北京分别位居
全球科技创新集群第 2 和第 5 位。

在高锐看来，今年报告反映出的是一个长
期和持续性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最高领导层采
取了极为审慎的战略鼓励创新，确保中国成为
创新型经济体。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中
国已经有能力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系
统。”他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和统计司综合指标
研究处处长沙夏·文森特表示，全球创新鸿沟仍
然明显存在，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在创新格局中
拔得头筹，而一些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仍有很
长的路要走，中国经验将为它们提供参考。

中国创新指数
首次跻身全球前二十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由中国科学家带领的
国内外合作团队在中国陕西蓝田公王岭附近发
现了一处新的旧石器遗址———上陈遗址，该遗
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持续性的人工制品文化层
序列，时间可追溯至约 210 万到 130 万年前。这
一发现表明，古人类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地方的
时间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早。相关成果北京时
间 7 月 12 日凌晨在线发表于《自然》。

迄今为止，在非洲以外发现的最早古人类
的公认证据来自西亚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该
区域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及遗留工具可追溯至
185 万 ~175 万年前。研究人员表示，其他在中
国和印尼爪哇岛发现的相关化石可上溯至 170
万到 150 万年前。

此次由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
联合该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国内外十余个合
作机构，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玉山镇上陈村
进行了历时约 14 年的考察与地质发掘工作。

“我们的研究确认了上陈遗址最早的古人类活
动遗迹约在 212 万年前，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
德马尼斯古人类遗址要早 27 万年。”文章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广州地化所研究员朱照宇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文章作者、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博士吴翼说，
上陈遗址地质剖面有很多清晰的标志层，可知
晓比较准确的年代范围。通过野外勘查及对比，
合作团队建立了清晰的黄土—古土壤地层序列
和古地磁年代序列。

经过连续采样和小规模地质挖掘，研究人
员在上陈遗址从顶部到底部的 20 多个层位都
发现了石器。朱照宇介绍，这篇论文重点分析
了其中第 15 层古土壤至第 28 层黄土层位中
的石器情况，年代大约在 212 万年到 126 万年
之间。

朱照宇表示，这些旧石器主要出现在气候
温暖和湿润的古土壤发育时期，少量出现在气
候干冷的黄土层时期。同时，这些文化层的时间
跨度长达约 85 万年，显示了古人类可能在 210

万年到 130 万年前曾反复地（不一定连续地）生
活在中国黄土高原。

据介绍，这些被打击的石制工具主要包括
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孔器、石锤和手
镐等古人类早期使用的工具。朱照宇表示，黄土
高原没有其他外力作用带来这些石头，且其形
状显然经过有意识的打击，这只能是人类活动
形成的。

全球气候变化下生物圈的演化是当前的热
门研究领域之一。但一直以来，作为生物圈主体
的古人类遗迹的记录时空分布不连续，限制了
相关研究。此次研究为把全球气候变化与古人
类演化及古文化演化相结合进行研究开拓了新
的方向。

“该研究证明了黄土高原是研究古人类起
源和演化的天然实验场，并对早期人类的起
源、迁徙、扩散以及演化格局提出重新思考。”
朱照宇说。由于此次并未发现与旧石器年代相
近的古人类化石，所以尚不能确定制造这些工
具的人种。

本报讯 近日，科睿唯安 2017 年 SCI 期刊
引证报告（JCR）正式公布。中科院 SCI 收录期
刊增加至 81 种，占全国 SCI 期刊总数的 47%

（全国共计 174 种）。
中科院期刊国际同学科排名持续提升，此

次共有 8 种期刊实现向 Q1 区的跨区突破，位
于国际同学科排名 Q1 区（前 25%）的期刊数量
上升至 32 种（有 CN 号期刊 29 种，无 CN 号期
刊 3 种，全国有 CN 号 Q1 区期刊共计 44 种）。
其中，《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基因组蛋白
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计算材料学》《微系统
与纳米工程》等 4 种期刊今年获得首个影响因
子即进入国际同学科领域 Q1 区。

此外，中科院期刊影响因子再创新高。《细
胞研究》保持办刊优势，影响因子为 15.393，仍
居我国 SCI 收录期刊第一位；《光：科学与应

用》影响因子保持高水平，在国际同学科位列第
三；《微系统与纳米工程》首次获得影响因子，在
国际同学科排名第三；《国家科学评论》继续保
持高端综述性学术期刊定位，位居国际多学科
综合类期刊排名第六位。此外，院属期刊在学科
排名呈上升状态的有 24 种，呈持平状态的有 45
种，两者共占全院 SCI 期刊总数的 85%。同时，
中科院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期刊数量稳中有
升，达到 60 种，占全院 SCI 期刊总数的 74%。

学术期刊是科技创新成果交流传播的重
要载体，是国家科技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标志之一。据了解，中科院将持续加大投入
力度，积极推进科技期刊向管理集约化、学科
集群化、运作国际化发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服务中国科技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应有
贡献。 （柯讯）

中科院 32 种 SCI 收录期刊
进入国际同学科排名Q1区

■本报记者 高雅丽 见习记者 卜叶

经过三天持续三轮的营救工
作，7 月 10 日晚，泰国清莱被困洞穴
的 12 名少年足球队员以及一名球
队教练，全部成功获救。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
所研究员陈伟海对《中国科学报》记者
说：“这次泰国 13 名人员被困的主要
原因是洞穴中突如其来的洪水，虽然
专家可以通过科研调查数据判断洞穴
具体情况，但一般探险者往往在进入
前并不了解洞穴里面的情景。”

据了解，被困人员所处的睡美
人洞穴全长超过 10 公里，内部地形
复杂，至今没人能走完全程，尤其是
雨季时洞内水流湍急，水中淤泥堆
积，能见度极低，给搜救工作造成很
大难度。

“我们注意到寻找该洞穴的天
然出口、开凿人工‘烟囱’也是营救
计划的一部分，其实临时找出口并
不容易，开凿也经常发生意外。”陈
伟海表示。

这场“世纪大救援”集中了世界
各地最优秀的潜水员、泰国海豹突
击队、救援机构、医疗人员等各种力
量，但救援工作依然困难重重。一位
以志愿者身份参加救援的泰国前海
豹突击队员，在潜水入洞救援时不
幸牺牲。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所研究员张
寿越在《求生科学———中国科学家野
外生存手册》一书中提到：“洞穴潜水
是洞穴探险中最危险的项目，探洞殉
难事故多发生于洞穴潜水。洞穴潜水

员进入的是一个绝对封闭的、黑暗的
水下世界，一旦遭遇不测，只能在黑
暗、路径复杂的地下河道循着来路慢
慢摸索回来，往往是九死一生。”

救援入洞道路示意图显示，这
条“生命线”直线距离超过 4 公里，
又是曲折无比的地下隧道。通道里
绝大部分路段已经被浑浊的污水淹
没，同时隧道也很狭窄，最窄的地方
只有六七十厘米宽。

少年足球队所在位置距洞口大
约 4 公里，虽然面临着巨大风险，但

“洞潜”成为救援成功的有效办法———
由 2 名潜水员引导 1 名受困者出洞。

“地下洞穴是‘老虎’，如果不能
掌握具体情况，它很容易‘吃人’。一
般情况下，洞穴温度会随洞穴的高
程和纬度而变化，部分洞穴还存在
氧气不足、二氧化碳含量过高的情
况。”中科院地质与地球所研究员尚
彦军说。

张寿越建议，入洞最好避开雨
季，以防暴雨水流切断出洞道路。洞
穴探险爱好者必须经过专门的探洞
技能训练，包括单绳升降、攀岩、游
泳、潜水、救护等技术，此外还要掌
握测绘、地质以及生物基础知识。

“洞穴有很多种，当洞穴探险者
遇到洪水时，通常可以跑到上层躲
避一下。其实我们平时应该加强重
要洞穴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数据
库，以便意外发生时及时营救。目前
中国洞穴大概有几十万个，其中
3000 多个已有记录和数据库，但目
前仅供内部使用，以后可能会公开，
供公众查阅。”陈伟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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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珈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通过一年的观测记
录，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气象局彩虹
预报团队让这句歌词成为了现实。该团队已建
立起全国首个彩虹“基因库”，并邀请公众加入，
不断扩容数据，以期提高彩虹预报的精准度。

近日，记者从昭苏县气象局了解到，彩虹预
报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力争于明年 6 月正式向
公众发布。

夏季的昭苏大草原，天气总是变幻莫测。时
而阵雨来袭，时而艳阳高照，未等乌云散去，彩
虹便横贯在草原上空。这是发生在昭苏县特有
的奇观。

“我们这里频出双彩虹，也就是虹霓。有时
候还会出现三道彩虹，这在别的地方很罕见。”
昭苏县气象局副局长王媛说，“这和昭苏的地
理、气候条件有很大关系。”

昭苏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属于大陆性温
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型气候。每年 6 到 8
月，雷暴频繁，对流活动明显，对流云雨发展速
度快，常常会出现西边日落东边雨的情况。而这
正好满足了彩虹出现的条件。

预报团队队员王丽萍介绍，去年团队便开
始了对彩虹的观测与记录，今年则是对去年的
数据进行了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天的
天气预报、雷达回波图及云图判断彩虹是否出

现，以及出现在哪里。
“比如说今天气温很高，但是湿度较低，就

会很难出现彩虹。而 20 点后太阳高度较低，彩
虹就容易出现在地平面上。”王丽萍说。

团队详细记录了彩虹出现的起止时间，彩
虹的起止方位及最高点仰角，彩虹出现时的云
状、云量、云高、天气状况（温度、湿度、风向、风
速）、太阳方位，彩虹出现方位云的颜色以及最
佳拍摄时间等。研究发现，在昭苏，如果当日最高
温达到 24℃，傍晚到夜间就会产生对流天气，雷
阵雨后就有可能会出现彩虹。最容易出现彩虹的
时间是 21 点到 22 点，几率在 70％以上。

“其实制作彩虹预报就是制作雷阵雨预
报。”王媛告诉记者，雷阵雨属于中小尺度的天
气系统，影响范围小、时间短，演变速度快，因此
预报难度很大。

她同时指出，彩虹的观赏位置也很重要，只
有当太阳、人、雨三点一线，且人在中间时，才能
看见彩虹。

该团队将继续收集每一次出现彩虹的时
间、地点、气象要素及天气条件和影像资料等，
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彩虹出现的条件，从而提高
预报的准确率。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认为，彩虹
预报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目前很少听过对彩
虹进行预测，可以说它填补了气象预报这一方
面的空白。”

哪里有彩虹告诉你
———新疆昭苏县实现彩虹预报

7 月 11 日，朱鹮
幼鸟在玩耍。

当日，广州长隆
飞鸟乐园首次展出今
年出生的 8 只朱鹮幼
鸟。广东长隆华南珍
稀野生动物物种保护
中心自 2011 年开始
引进朱鹮进行人工繁
殖，至今有 150 多只
朱鹮。
新华社记者黄国保摄

走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最终要
靠科技进步。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智能制造、互联
网 +、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
含着巨大商机。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5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关于科技创
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1页

学习札记

当前，正在酝酿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已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工业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太空互联网等
新网络形态不断涌现，智慧地球、智慧城市、
智慧物流、智能生活等应用技术不断拓展，正
在形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环境，
对人们工作和生活需求做出全方位及时智能
响应，将带来人类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生活
方式、学习和思维方式等的深刻变革。互联网
的力量将借此全面重塑这个世界和社会，使
人类文明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迈向新
的“智业革命”时代。

《中国制造2025》对未来十年推进制造强

国建设做出全面部署。要从制造大国转向制
造强国，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把智能制造作为
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把夯实工业基础
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把实现可持
续发展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着力点。随着新
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未来制造业中的作用
愈发重要。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在未来的工业
化、信息化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姚建铨

姚建铨，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精密
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激光
及非线性光学频率变换技术的研究。

融会贯通

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以信息网络、智能
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其中，智能制
造因其能够提高各个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和智
能化水平而成为新产业变革的核心，进而影
响着全球制造业格局。发达工业国家中，无论
是提出工业 4.0 的德国，还是积极倡导工业互
联网的美国，都希望本国产业基础设施在新
一轮产业变革中经得起考验。

在《中国制造 2025》中，我国将智能制造
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
力争在新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实现我国制
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成为新一轮产业变
革的引领者。而互联网 + 双创 + 中国制造
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
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
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
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目前，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加速
推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各行业
各领域加快应用，已陆续催生大量新业态，
同时推动了我国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力
培育新经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
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要条件，也是科技
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内在规律。因此要进一步
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加快培育优势新
业态、新产业集群，进一步通过科技创新、重
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使新经济的动能得
以最大限度的释放。

（本报记者王晨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