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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发布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2015至2017年，我国生态文明指数提升显著

点燃科创引擎 让“1+1+1+1>4”
姻本报记者陆琦

沪、苏、皖、浙三省一市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3.7%，人口占全国的 16.1%，GDP 占全国的 23.49%。
如今，这块富庶之地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去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体化并不只是简单的“1+1+1+1=4”。“长三
角一体化不是现有的经济总量之和，而是要通过创
新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走在全
国前列。”4 月 20 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
徐匡迪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19 春夏
研讨会上如是说。

成为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主体

国内排名前 10 的高校有 5 所，排名前 100 的
高校有 23 所，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73 名、中国
工程院院士 158 名……相较于京津冀和粤港澳，
长三角在科研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成果方面特
色突出。

“长三角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我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长三角
使命重大。”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
究员陈雯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在她看来，长三角城市群应该成为我国参与全
球科技合作与竞争的主体力量。

不过，目前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仍落后于其
他世界级城市群。城市创新能力方面，2017 年全球
最具影响的 100 个创新城市，长三角仅有上海入
榜；科技创新企业分布方面，2018 福布斯全球最具
创新力企业 100 强，长三角仅有 2 家企业，且都在
上海，排在世界六大城市群的末位；从工业增加值

率来看，长三角仅 22%左右，低于 26%的全国平均
水平，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半。

毋庸置疑，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
头，应承担起带动和引领作用。但陈雯认为，比对粤
港澳国际科创中心，长三角更需要从上海全球科创
中心拓展到全域的国际科创中心来定位。

以“科技高峰”筑起“创新高原”

从早年的“星期六工程师”开始，长三角一体化
建设就源于创新，而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依
靠创新。

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所说，要坚持把
创新摆在核心位置，通过创新要素一体化建设，驱
动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他建议，发挥长三角科教资源丰富、科技体系
完备的优势，主动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
求，培育发展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
中心及其他城市产业创新中心的统筹发展，着力打
造区域协同创新的共同体，争取早日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区域协同实现创新发展，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
海大学校长金东寒说。

具体而言，就是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从广度
和深度上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
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内对外开
放，缩小地区差距，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
大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是截长补短，是真正做
到开放、融合，相互促进，都有提高。”徐匡迪特别指

出，上海要在其中真正形成“一体化”的启动力。

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今年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
吴志强向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呈交了一份报告。他在
报告中提到，应以长三角城市间科创要素联动来提
升高品质的一体化发展。

“以长三角科创协同为突破，提升三省一市创
新要素的智能配置能力，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对人
才、设施、资金、市场、企业需求等创新要素的割裂
状态。”吴志强说。

陈雯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域需要建立
以科学研究为基点、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研发为
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生产应用为
出口的创新—产业体系。

要形成长三角创新—产业合理分工体系，需要
区域协调机制的创新和完善。陈雯建议，突破行政
壁垒，建立能够处理好地方行政管理与地区分工协
作的一体化机制，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功能
关系，保障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和共享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正进入加速
推进期，需及早谋划下一阶段的战略布局。对此，中
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表示，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高
端智库，将充分发挥多学科和跨部门、跨行业的优
势，进一步加强咨询研究和科技攻关，为长三角实
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丁佳）4 月 22 日，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获悉，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科院人
才工作部署会议公布了 2018 年度中科院青
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名单，10 名学者获得该
荣誉。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出席
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
要论述，中科院党组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和需求导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
计和规划布局，印发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
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系列改革文件，全院要切实把系列改
革文件精神领会到位、把主体责任明确到
位、把政策举措落实到位，努力推动中科院
新时期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

侯建国强调，院属各单位要深刻领会和
准确把握此次系列改革文件的导向，切实增
强抓好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建
设一支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适应
需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队伍。要
坚持正确的人才工作导向，树立更大格局的

“人才观”，以拓展博士后制度、强化青促会
平台作用等为切入点，着力加大优秀人才培
养、引进力度，扩大青年人才流动储备。

侯建国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
定不移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选人育人
用人更加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努力建设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
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

侯建国和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
共同为获奖者颁奖。

中科院人才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一批批科学考察队员们，风餐露宿、
历惊处险，一步步把青藏高原研究从空白
变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亮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长期从事资
源、环境领域基础与应用的综合研究和组
织领导工作，尤其对青藏高原资源环境与
发展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40 多年来，他
先后几十次到高原调研考察。

年逾 87 岁依然健康矍铄，孙鸿烈觉
得自己受益于长期野外考察的锻炼。

“地学很有意思。如果你们的孩子还没
有上大学，建议他们以后选择地学。”近日，
在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大讲堂上，孙鸿烈笑着
对来自几个研究所的年轻同行们说。

空白上结出繁硕之花

1956 年国务院编制的《十二年科学技
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西藏和横断山的考
察列为 57 项重大任务之一。1960 年中科
院组织的西藏综合考察队就是按照这一
规划开展的。

1961 年，孙鸿烈开始参与考察。出发
前查阅了一些资料，孙鸿烈发现新中国成
立前仅有的一些文章几乎都是外国人所
写，这些人有探险家，也有科学家，所写文
章大多是记述式的，没有系统的学术科研
成果，更没有什么专著。其工作大都在青
藏高原边缘开展，主要是搜集些标本等零
零散散的工作，那时中国科学界也没有能
力去那里开展工作。

“可以说西藏之前在科研上是一片空
白，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必须由中国人来
填补这块空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孙鸿烈回顾自己当初的心情。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进行过拉萨
和日喀则的农区调研。遗憾的是，此时正
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考察也于 1962 年停
止了。

1971 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
术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
究”。据此，中科院组织院内外专家制定了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1973—1980 年综
合科学考察规划》，拉开了第一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序幕。

“可盼到一
个大展身手的机
会了！”孙鸿烈那
时候的惊喜心情
难以言表。

1973 年 至
1976 年，中科院
青 藏 高 原 综 合
科 学 考 察 队 员
的 足 迹 遍 布 西
藏自治区，获得
了 数 以 万 计 的
第 一 手 科 学 资
料，初步填补了
青 藏 高 原 科 学
研究的空白。例
如，在植物分类
方面就发现了 7
个植物新属、300
多 个 新 种 和
1000 多 个 新 记
录，一共记录有
5766 种植物；昆
虫 研 究 方 面 发
现了 20 个昆虫
新 属 、400 多 个
新种，还发现了
一 个 新 目———

“缺翅目”；对青
藏 高 原 的 成 因
也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由中科院牵头完成的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前后持续了 30 年。西藏自治区
考察总结完成后，接着开展了横断山区、
可可西里地区、喀喇昆仑与昆仑山区的
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我们对青藏高原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基本上有了全面的
了解。”孙鸿烈自豪地说。其间，针对这
240 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一共有 100
部专著和文集出版。相关成果先后获中
科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和陈嘉庚地球科学奖等；
参加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队
员中产生了 16 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
院士。 （下转第 2版）

本报讯（记者陆琦）4 月 22 日，中国工
程院正式发布“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
题研究（二期）”项目研究成果暨生态文明
发展水平评估报告。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
誉主席周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旭、杜祥琬，中国
工程院院士郝吉明、钱易出席发布会。

报告指出，2017 年中国生态文明指
数为 69.96 分，总体接近良好水平。福建
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在全国省市中排名
前 3 位，厦门市、杭州市、珠海市、广州
市、长沙市、三亚市、惠州市、海口市、黄
山市和大连市在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排名前 10 位。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我国生
态文明指数得分提升显著，37 个城市生态
文明指数显著上升，198 个城市生态文明
指数明显上升，全国约 60%国土生态文明
水平取得明显提升。环境质量改善和产业
效率提升，是我国生态文明指数提升的主
要原因。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我国生态文明
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环境质
量、产业效率、城乡协调等主要生态文明
指标差距明显；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问题
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为城乡生态文明发展
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平衡。

据了解，2013 年，中国工程院正式启
动“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重
大咨询项目，提出了中国未来 10 年生态

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战略部署和重点任
务。在此基础上，2015 年又启动“生态文明
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二期）”重大咨询
项目，由徐匡迪、钱正英、陈吉宁、张勇、沈
国舫为项目顾问，周济、刘旭任组长，郝吉
明任副组长，20 余位院士、200 余位专家
参加研究。

刘旭介绍，研究过程中，项目组提出
了若干政策建议。如《坚持绿色发展，强化
生态文明建设———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经验与建议》咨询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
批示，支撑了中央将福建省列为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的决策；《关于通过无废城市
试点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建设无废
社会的建议》咨询报告，为国务院出台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供了
依据与参考等。

周济表示，项目还要继续长期深入系
统地推进下去，不断完善不断深入，为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更
加准确、更加前瞻、更加及时的数据。

据悉，“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
研究（三期）”重大咨询项目即将结题，中
国工程院已经启动后续研究，即长江经济
带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对于下一步工作，陈左宁表示，要针
对当前生态文明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前
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咨询研究，提高综
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以高标准咨询促
高质量发展。

2018 年 10
月 8 日，80 多岁
高龄的孙鸿烈再
登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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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死海南端的以色列迈勒
海姆盐洞内，来自以色列洞穴探索俱乐部
的约阿夫·内盖夫（左）介绍盐洞情况。

以色列洞穴研究专家近日宣布，他们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洞穴探索者合作勘查
发现，位于死海地区的以色列迈勒海姆洞
长 10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盐洞。这个
盐洞最初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洞穴研究
中心专家上世纪 80 年代在绵延 11 公里
的塞多姆山里发现。塞多姆山位于死海西
南端，比海平面低 170米。山体几乎全部
由盐构成，只覆盖薄薄一层岩石。每年冬
季，雨水渗入山石缝隙，溶解盐分，不断形
成新的洞穴。 新华社记者郭昱摄

本报讯（记者何静）
日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余建
定团队在太空晶体生长
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在
国际上首次研制出铟含
量高达 11%且成分均匀
一致的 InxGa1-xSb 三元
光电晶体。相关研究发表
于《微重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的城市垃圾焚烧时产
生热能，若能把辐射热转换为电
能，环保又经济。这就需要发挥热
光伏系统的作用了。”余建定解释
说，热光伏系统基于热光伏技
术———红外光伏能量转换技术。
热光伏电池是这个系统的核心组
件，能有效利用热辐射体发出的
光子能量，经过光电转换过程产
生电能。

“目前，InxGa1-xSb 三元光电
晶体是优质高效热光伏电池的半
导体材料。”余建定说，“我们可通
过改变铟和镓的成分比来使其充
分吸收多种光谱的辐射能量，获得
高热光伏转换效率。当三元光电晶
体铟含量达到 11%左右时，能最大
范围吸收垃圾在焚烧时辐射的不

同波长的光谱。”
研究人员专门为“乘坐”“实践

十号”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升空的
空间晶体设计了耐撞击的“成长小
屋”———生长安瓿，以承受火箭发射
时的加速度；利用电子显微镜、电子
探针和电子背散射衍射仪等设备，
对长成的晶体进行系统分析，最终
确认获得了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成分
均匀的高铟含量三元晶体。

余建定说：“未来，我们将利用
空间参数研究其生长机理，在地面
上研制同浓度铟含量的三元晶体，
降低应用转化成本。”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黄辛）东华大学纤维
材料改性重点国家实验室游正伟团队
研制出一种“有生命”的自愈合材料。
这种新型材料在损伤后，能够像人类
的皮肤一样自行愈合，恢复其原有的
结构和功能，可以大大延长材料的使
用寿命、提高材料的使用安全性、降低
材料的维护成本。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先进材料》。

自愈合材料在汽车涂层、可穿戴
电子、软体机器人、生物医学等诸多领
域备受关注。然而，已报道的自愈合材
料往往需要外界刺激 （比如加热、激
光、压力等）来激发愈合过程，同时力
学和自愈合性能难以兼顾，研制理想
的高强韧室温自愈合材料仍然是该领
域的挑战。

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一种可以同
时提升材料自愈合性能和力学性能的
分子策略———基于铜配位丁二酮肟氨
酯的弹性体。游正伟告诉《中国科学
报》，基于铜配位丁二酮肟氨酯的弹性
体中同时存在动态共价键（肟氨酯键）
和动态非共价键 （金属配位键和氢
键），其中铜离子的配位作用是关键：
配位产生的动态交联显著增强了材料
的力学性能；同时，铜离子的配位提升
了肟氨酯键的动态性，材料表现出更
优的自愈合性能。

苏州大学教授鲍晓光团队通过密
度泛函理论计算解释了其中的分子机
制。三种动态键的协同作用使得材料
具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同时，基于铜
配位丁二酮肟氨酯的弹性体在室温下
可以自发自愈，即时自愈强度超过所
有同类材料的原始强度。

游正伟表示，该工作提出的利用
金属配位作用来同时提升力学和自愈
合性能的策略，可以拓展到其他金属
离子和动态键体系，为研制高性能的
自愈合材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有良好自愈合和拉伸导电性能的导线

太空生长出高铟含量三元晶体 “有生命”的自愈合材料问世

空间生长的 InxGa1-xSb 三元光电晶体

以色列发现
世界最长盐洞


