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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发现·进展

近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秋粮收购
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今年秋粮生产形势总体
较好，有望再获丰收。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粮食
年产量已增长了近 5 倍。尤其自 2004 年以
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然而，粮
食连年丰产并不意味着粮食安全问题彻底解
决，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更多“冷思考”。

连年丰收保安全

据统计，1949 年，我国粮食产量为 2263.6
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209 公斤，而在 2018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3157.8 亿斤，比新中国成
立初增加了 1 万多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
加到 470 多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近年来，粮食产量虽不是直线型的连
续增长，但产量保持在稳定状态，每年都是
丰收年，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
基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钟钰表示，从数量上看我们已
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仓廪实”的梦想成真实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告诉《中国科学报》，这得益于国家稳定
适宜的粮食政策高度保障了粮食稳产增产；粮
食市场优质优价的需求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的提高；全国性自然灾害减少、灾害抵御能力和

病虫害防治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农业科技不断
进步，为农产品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良品种等。

不利影响需警惕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年年丰收值得
自豪和高兴。但连年增产背后伴随的一些不
利因素甚至隐患还需警惕。

“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
部分地区农民增产不增收。”李国祥直言，一
方面，粮食持续增产，可能导致一部分粮食无
法被市场消化从而进入仓库，给产业带来了
负担，增加了粮食超期储备。另一方面，粮食
进口量仍然很大。

具体表现在，普通稻谷处于严重阶段性
过剩，普通小麦也相对过剩，大豆和专用优质
小麦自产不足，进口量大。

“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农业发展到当前阶
段时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尽管如此，政策也不
能盲目调紧，总体要稳定。接下来，要通过政
策调整、科技创新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解决
矛盾。”李国祥说。

此外，农业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是
潜在隐患。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
统计，2016 年，年龄 55 岁及以上的农业生产
经营人员占 33.6%。“随着他们逐步退出生产
领域，未来谁来种粮食将是一个突出问题。”
李国祥认为，当前，亟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推进土地流转以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粮食生产过度追求数量，导致对品质

重视不够，遭受灾害的风险和损失也逐渐
加大。

钟钰坦承，例如今年，病虫害成为影响粮
食品质的重大因素。他调研了云南、河南、湖
北等多个粮食产区，看到当地粮田深受虫害
侵袭，“云南处在边境，是外来入侵物种的第
一站，草地贪夜蛾、螟虫、蚜虫等虫害轮番来
袭。小麦赤霉病从长江流域蔓延到黄河流域、
华北平原，北移趋势明显。而东北地区则受气
象条件影响大，今年雨水较多，影响淀粉等干
物质积累，收割期比往年推迟一周”。

谷贱伤农，为保证农民利益，全国秋粮收
购会议指出，不同品种收购形势差异较大，部
分稻谷产区可能会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牢牢守住不发生“卖粮难”的底线。

此外，有专家认为，粮食增产带来的土地
利用方式、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加大支持发挥市场作用

钟钰提醒，粮食越是增产，越要避免麻痹
意识。“我们绝不能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同时
也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还需进一
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和精准度。”

针对当前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机械化程度
不高和病虫害问题，钟钰表示，要加大对“机

耕道”和“统防统治”的支持，前者旨在建设适
宜农业机械行驶的道路，后者则旨在对农业
生产中的病虫害进行统一防治。

钟钰指出，当前粮食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种
粮效益低、粮食主产区财政能力弱。他建议，需
要加快培育壮大主产区的粮食产业经济，加快
构建定量核算与按量补还的补偿体系，构建补
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的生产支持体系，
以粮食为纽带加强产、销区投资合作。同时为
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应建立
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的一般转移支付机制
和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补偿转移支付机制。

提高粮食效益不能缺失“市场之手”。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化收
购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2018 年，国家最低收购价粮质量标准从
过去的国标五等及以上提高到国标三等及以
上，这已折射出粮食生产从过去重数量到现
在既重数量更重质量、从政策性收购到市场
性收购的重大转变。

“过去，粮食生产过度依赖政策，市场作
用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好。而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就是从过去的增产导向
走向提质增效导向。”李国祥认为，未来，要着
重发挥市场机制，提高最低优购价格对优质
优价的引导力，加强粮食产业链的各环节联
系，加强农业科技、优势品种的支撑作用，让
农民增产又增收。

粮食丰产背后的冷思考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山西省科协举办院士专家报告会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科协在晋城市举办了院
士专家报告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
授彭苏萍、武强应邀作专题报告，为山西能源革命
与产业转型建言献策。

专家详细介绍了国际能源科技发展的现状与
趋势，并提出能源科技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同时
强调，要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能源难题，必须从
开源、节流、打造主体能源等三方面出发，扩大非常
规天然气的地面开发和井下抽采，加大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力度。 （程春生）

2019 情感体验与宜人性设计
国际会议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近日，“欧亚经济论坛—2019 丝绸之路
国际创新设计周”工业设计分论坛———“2019 情感
体验与宜人性设计国际会议”在西北工业大学举
行。本次活动由西北工业大学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主办，来自国内外高校院所、设计机构、企业代
表的近 100 位专家学者围绕情感化设计及其发展
趋势碰撞思想。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丹麦科丁设计学院、
芬兰阿尔托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德国锡根大学、
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还联合发起
了“全球积极设计联合组织”。 （张行勇）

广东中衡山世界智慧农业论坛
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

本报讯 近日，首届“广东中衡山世界智慧农业
论坛”在华南农业大学红满堂学术报告厅举行。专
家表示，该论坛的举办将有利于推动形成全球智能
农机装备与精准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推动实现经
济互利共赢发展；有利于为企业解决产业链中的关
键技术问题，助力农业企业“走出去”，覆盖广东现
代农业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各环节，为服务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更有
力的支撑。

据了解，首届“广东中衡山世界智慧农业论坛”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华
南农业大学与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
验室联合主办。 （朱汉斌方玮）

2019 澜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高级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10 月 9 日，2019 澜湄纺织服装产业发
展高级研修班在东华大学开班。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华大学校长俞建勇出席相关活动。来自柬埔寨、
越南、缅甸、泰国和老挝 5 国的近 30 位纺织服装产
业相关代表，在为期 9 天的研修班期间，将通过主
题报告交流、实地参观调研等课程形式，重点聚焦
现代纺织科技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和中国纺织
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等前沿动态，促进澜湄流域各国
纺织服装产业共同发展。 （黄辛吴娅琳）

2019“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
先进事迹发布

本报讯近日，2019 年“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先
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管华诗、王文兴、傅文韬、蒋文
春、高伟俊、尹学军、王颜刚、陈维强，史宏达、方建光
等 10 人当选 2019 年“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

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的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
悟。现场同时还公布了 10 名 2019 年“青岛最美科
技工作者”提名人选获得者。据青岛市科协介绍，
2019“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自 5 月
份启动，经过广泛动员、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社会
公示，共遴选出 10 名“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和 10
名“青岛最美科技工作者”提名人选。 （廖洋）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余广彪）上消化道癌的早
期诊断治疗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近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教授徐瑞华团队自主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上
消化道癌内镜 AI 辅助诊断系统（GRAIDS），对上消化道肿
瘤的诊断敏感性高达 90%以上。10 月 4 日，相关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柳叶刀—肿瘤》。这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探索
人工智能在肿瘤学领域的临床转化和落地应用方面迈出了
坚实一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徐瑞华团队历时两年半，开展了多学科联合攻关，在深
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开发出多项创新技术，GRAIDS
能够在内镜图像部位多、疾病种类多、癌变表现多样化情况
下实现高准确性，能够在高度复杂人机协同的临床实操环
境中实现稳定的预测；同时该系统的速度非常快，一台配置
单 GPU 卡的普通服务器即可达到每秒 118 张图像的处理
能力，处理延时低于 10ms。

GRAIDS 具有实时活检部位精确提示、内镜检查智能
质控和自动采图等功能，在医生进行内镜检查的同时自动
捕获图像并进行云端 AI 分析，实时提示精确的可疑病灶区
域，指导内镜医生选择活检部位。GRAIDS 对上消化道癌的
诊断准确率达 90%以上，其中内部数据验证诊断准确率为
95.5%，前瞻性数据验证诊断准确率为 92.7%，外部数据验
证诊断准确率为 91.5%至 97.7%，其诊断灵敏度（94.2%）与
专家级的内镜医师（94.5%）相当。

相关论文信息：

中山大学

研发出上消化道癌
内镜AI辅助诊断系统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亚干旱区黄土广布，是世界
主要的粉尘源区之一，沙尘暴灾害频发。但作为古粉尘
的黄土也记录着过去粉尘排放与沉降历史。近日，中科
院地球环境所研究员宋友桂等通过对中亚东部伊犁盆地
黄土的研究，发现末次冰期以来，古粉尘通量的变化不仅
仅与风力状况有关，而且还与粉尘源区粉尘排放能力和
沉积区对粉尘的捕获能力相关。

研究人员表示，北半球冰量与高纬度夏季太阳辐射通
过影响西伯利亚高压的强度控制着伊犁地区的风力状况，
进而影响到中亚粉尘向东亚下游乃至全球的远距离输出。

该研究成果弥补了中亚古粉尘记录的不足，为中亚古
气候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该项目研究成果近期在《地球物
理学研究杂志》发表。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地环所

伊犁盆地风力
影响中亚古粉尘输出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匡文慧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刻画了全球城市覆盖范围以及
内部开发建设和生态绿化状况，有效地推动了全球人居环
境质量的深入研究。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近日刊出的《中国
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

匡文慧团队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
国城市扩展及生态建设》，系统重现了我国 70 年来（1949—
2018 年）城市化的发展历程。70 年来，中国城镇化率由
1949 年的 10.64%增长到 2018 年的 59.58%。中国城市土地
面积由 1949 年的 5600 平方公里增长到 2018 年的 74800
平方公里。到 2018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世界城市化
平均水平 4.29 个百分点。

随着城市快速扩展，70 个城市主城区的绿地空间面积
由 2000 年的 2781 平方公里增长到 2018 年的 6765 平方公
里。70 个城市公园绿地面积由 2000 年的 504 平方公里增
长到 2017 年的 3842 平方公里。

该团队评估的 70 个城市中，41 个城市的城市扩展区绿
化水平达到了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绿地配置标准。 （王卉）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地理所

再现七十年来中国
城市扩展及生态变迁

近日，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广东
科学中心与中国科学
技术馆合作推出的“创
新决胜未来”科普展正
式开展。据悉，该展精选
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
取得的 40 项代表性科
研成果，策划了 76个展
品展项，涵盖航空航天、
天体物理学、深海探测、
信息通信、生物医学、工
程建设等领域。

本报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吴晶平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黄辛）10 月 7 日至 9 日，
极地科学研究领域一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来自百余家机构的 400 多位代表参会，交
流论文 212 余篇。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杨惠根研究员、周宏岩
研究员、中山大学程晓教授、中科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李忠勤研究员作了
特邀报告。

专家学者围绕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
冰冻圈雪冰演化、极地海洋环境变化与生
态效应、极地新兴污染物赋存及生态环境
影响、极地生物资源的基础认识与利用潜

力、极地古海洋与古气候演化及其全球影
响、太阳风能量注入对极区大气和空间环
境的影响、南极天文学研究、极地政策与

“冰上丝绸之路”、极地战略与科学重点领
域研讨、极地站基生态环境学术与发展研
讨、极地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与应用等 11
个研究方向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展示
了南极冰盖过程与气候变化、极地新型污
染物特性及变化、海洋古气候记录、极光
和电离层特征及变化、极地生态系统及资
源特性、极地遥感与大地测量技术、极地
环境监测技术以及我国极地战略等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

专家表示，极地在气候系统中占有至
关重要的地位，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响应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增强对极地的认
知、保护和利用，是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
的需求之所在。

此次会议是第十五届中国极地科学
学术年会，正值我国极地考察“十四五”谋
划之年。会议以认知极地、保护极地和利
用极地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自然资源
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纲要》战略布局，对照
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职责，聚焦极地科
学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共同探讨我国未
来极地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10 月 5 日，甘
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党川村黑方台党川
6 号和 7 号滑坡体附近新发生了一起黄
土滑坡，滑坡体积在 2 万立方米左右。但
是，长安大学张勤教授团队提前 30 天对
此次滑坡发出黄色预警、提前一天发出橙
色预警，监测预警系统提前 7 个小时自动
对这次滑坡发出红色预警，提前 23 分钟
提供较为准确的滑坡临滑时间预报，而且
该团队以短信、邮件方式通知了当地镇政

府、镇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和村级干部的同
时，还以微信和紧急电话等方式进行特别
通知，所以地方各级政府和民众做好了相
应的防范工作，从而未有任何财产损失和
人员伤亡发生。

这次突发性黄土滑坡监测的成功预
警是利用张勤团队最新研发的基于云平
台的低成本高精度北斗 /GNSS 监测系统
实现的，是继 3 月 26 日预警成功之后的
又一次成功滑坡预警，再次验证了相关算

法和软件硬件系统的可靠性。
据介绍，该监测预警系统是长安大学

承担的国家“973”项目“黄土重大灾害及
灾害链的发生、演化机制与防控理论”、国
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空天地技术的
滑坡识别与智能监测预警”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特大滑坡实时监测预警与技
术装备研发”的系列研究成果，为后续开
展滑坡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和
技术装备研发奠定了基础。

研究人员再次精准预测黄土滑坡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10 月 8 日，中美
古生物学家在北京宣布，他们在浙江省中
西部的兰溪市发现了重要的大型恐龙足
迹，而这些足迹长久以来被人们解释为“八
仙下棋”的遗迹。该发现对研究中国白垩纪
中期恐龙动物群的分布与演化以及民间传
说对古生物学的影响都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
授邢立达、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博物馆
馆长 Martin Lockley 等学者共同完成，论
文发表于国际地学期刊《历史生物学》。

该化石点位于兰溪市梅江镇的八仙

岗自然村。该村的后面有个山冈，山顶平
坦，八仙的传说在当地影响深远。邢立达
团队访问了八仙岗，经过考察，发现此地
的恐龙足迹大约有 20 余个，有多种不同
的尺寸，最大的长度有 82 厘米，小一些的
约 70.5 厘米，最小的只有 22.7 厘米。这些
足迹都为蜥脚类恐龙所留，与此对应的体
长大约是 14 米、12 米和 3.8 米。

Lockley 解释道，兰溪的蜥脚类恐龙
足迹生成距今约 1 亿年，为白垩纪的中
期。这些足迹都由区别明显的两部分组
成：内部为真足迹，外部围绕着沉积物的

挤压脊。真足迹上能观察到清晰的趾痕，
尤其是后足迹上的第 I、II 和 III 趾，非常
强壮，能帮助恐龙更好地抓住地面。

蜥脚类恐龙是迄今为止陆地上最大
的动物。它们的脖子异乎寻常的长，靠四
肢行走。邢立达介绍道，“这个发现表明，
兰溪八仙岗区域在一亿年前的白垩纪活
跃着大群的蜥脚类恐龙，是一个水草丰美
的地区，与这些恐龙共生的可能还有肉食
性恐龙，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相 关论文 信息：

浙江兰溪“八仙遗迹”原是恐龙足迹

2019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高进和徐

杰研究员带领的“邻二甲苯液相氧化—酯化新技术”研究团
队，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成了首套
2000 吨 / 年“邻二甲苯液相氧化—酯化”工业试验装置，并于
7 月完成工业试验，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
织的专家现场考核标定。72 小时考核结果为：邻二甲苯转化
率 98%；邻苯二甲酸二甲酯收率 92.5%、纯度 99%。

该技术针对邻二甲苯传统氧化过程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开展了邻二甲苯液相氧化新催化体系、新工艺和连续化装置
研究，开发了氧化—酯化一体化催化剂，解决了催化剂沉降和
苯酞生成等技术难题；开发了氧化后直接酯化工艺，实现了无
溶剂邻二甲苯的高效氧化；开发了新型塔式氧化反应器和酯
化精馏装置，易于实现连续稳定运转和工业化放大。

与传统气相氧化工艺相比，该技术氧化反应温度降低
了 160℃~180℃，邻苯二甲酸二甲酯收率提高了 12%~17%，
可大幅减少邻二甲苯物耗及 CO2 排放，为邻苯二甲酸酯的
高效、安全、低碳、清洁工业生产提供了关键技术，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

邻二甲苯转化新技术
完成工业试验

观众在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